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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IPAC Key Activities 重大活动 

CONTENT 目录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1 2016/1/12 
AICM & Japanese Chamber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ICM 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举办环保法规及化学品管理研讨会 

2 2016/1/20 
AICM Visited Dr. Chen Rongfang of Shanghai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ICM 拜访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陈蓉芳博士 

3 2016/1/25 
AICM &ECUST Honored TERA toxicologists for Graduate Courses AICM 及华东理工大

学共同授予 TERA 毒理学家研究生课程教授证书 

4 2016/2/1 

AICM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Established Three Key 

Task Forces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成立危险化学品管理及定

义、法规实施(登记、鉴别分类、GHS）及危险货物储运安全三个工作组 

5 2016/2/22 
JCIA Visited AICM for Industry Practices Sharing o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Protection  

日本化学工业协会拜访 AICM 并就行业间安全环保实践经验进行充分沟通 

6 2016/2/24 

IPAC Visited SAWS-NRCC & Round-table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AICM拜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危险化学品管理

举行专题座谈 

7 2016/3/8 

AICM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with 

SAWS upon Invitation AICM 应邀参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及危险化

学品管理行业座谈会 

8 2016/3/17 

Mr. Zhiyi RONG is nominated as task force leader of PNEC project under TERA 

Sub-committee of IPAC 戎志毅先生被任命为 IPAC 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及风险评估分

委会 PNEC 水项目工作组组长 

9 2016/3/22 
AICM IPAC Hosted Special Meeting o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AICM 产业

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学品管理专题研讨会 

10 2016/3/23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ICM 产业政策促进

委员会成功举办 2015 年度会议 

11 2016/3/28 
AICM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 on SJ/T 11364-2014 No.1 Standard Amendment 

Notification of MIIT AICM 参加工信部关于 SJ/T 11364-2014 第 1 号修改通知单讨论会 

12 2016/3/31 
AICM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 

AICM 参加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议 

13 2016/3/31 
AICM IPAC Exchanged with Shanghai Safety Bureau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AICM 与上海安监局就危险化学品管理实施相关事宜座谈 

14 2016/4/6 

AICM IPAC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Quickly Responded to 

Emerging Issues AICM 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核心团队快速、及时、高效反馈行业专

业意见 

15 2016/4/7 
AICM Visited Standard and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Center 

of MEP AICM 拜访环境保护部环境认证中心标准与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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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6/4/8 

Ms. Sophie LI is nominated as 1st task force leader under New Chemical &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IPAC 李湘辉女士被任命为产业政策促进委

员会新化学物质和有毒化学品分委会第一工作组负责人 

17 2016/4/18 

AICM Delegation Visited JCIA for Reg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 Exchanged on 

Chemical Management  AICM 与日本化学工业协会进行区域间法规交流并共同探讨

合作事宜 

18 2016/4/26 
AICM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Participated in the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CFDA 

AICM 化妆品原料管理分委会应邀参加 CFDA 化妆品植物新原料管理座谈会 

19 2016/4/28 
AICM attended the 3rd Symposium on Eco-toxicology in 2016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参加第三届生态毒理学学术研讨会 

20 2016/5/4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Technical Topics seminar with CFSA AICM 成功举办食品

接触材料技术问题座谈会 

21 2016/5/5 
AICM Visited National Food Safety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AICM 拜访

国家食品质量监督中心 

22 2016/5/5 
AICM Visited Food and Agriculture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of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ization AICM 拜访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食品标准所 

23 2016/5/12 

SAHTECH visited AICM and Exchanged on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Taiwan 台湾安全卫生技术中心代表拜访协会并就台湾化学品管理听

取行业反馈 

24 2016/5/18 
AICM Delegation Visited SCIC for Reg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ICM 拜访新加坡

化工协会探讨区域间法规交流合作事宜 

25 2016/5/23 

AICM Visited MEP Chemic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Enhance Chemical Management 

of Key Environmental Concern Promote Regulatory Compliance Monitoring AICM 产业

政策促进委员会拜访环境保护部化学品处 突出重点环境关注化学品管理 加强法规

符合性核查 

26 2016/5/24 
AICM Delegation Visited MEP-SCC and More Subjec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all be 

Expected AICM 拜访环保部固管中心，将就更多环保产业政策共同关注进行探讨 

27 2016/5/25 

AICM Supported Pollutants Control and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of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s products AICM 支持电器电子产品污染控制与绿色可持续发

展论坛 

28 2016/6/1 

AICM Actively Attending International Forum on Automobile Material and Promoting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ulation Exchanges On the Supply Chain AICM 积极参与

车用材料技术国际研讨会，促进供应链上下游法规交流 

29 2016/6/13 
AICM and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 Laboratory (Changzhou) organized technical 

meeting AICM 与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常州）召开座谈会 

30 2016/7/12 
AICM Signed Long-term MOU with SAWS-NRCC in Shanghai AICM 与 SAWS-NRCC 在上

海签署长期合作备忘录 

31 2016/8/8 

AICM was invited by SAWS to attend the meeting “Proposal on Hazardous Chemicals 

Act Outline Study” on Aug. 2, 2016 AICM 受国家安监总局邀请参加《危险化学品安

全法》提纲研讨 

32 2016/8/9 
AICM Visited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 Laboratory (Guangdong) AICM 拜访国家

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广东） 

33 2016/08/10 
AICM Visited Local CIQs in Shenzhen and Guangdong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Members o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Importing Chemicals 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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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化学品进口标签相关事宜与地方检验检疫局沟通 

34 2016/8/16 
AICM Organized 2016 Food Contact Material working meeting AICM 成功举办食品接

触材料工作讨论会 

35 2016/8/24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Coating VOC Policy and Regulations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16 涂料 VOC 政策与法规研讨会 

36 2016/9/27 
AICM Visited SINOPEC CORP.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Processing AICM 拜访中

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37 2016/9/29 
AICM Visited Vice Head Mr. Zhutian Wang of CFSA AICM 拜访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副主任王竹天 

38 2016/9/30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Workshop in Shanghai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研讨会 

39 2016/10/26 AICM Visited China Chemical Safety Association AICM 拜访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40 2016/11/8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Regulations and 

Database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16 汽车应用材料法规与数据库研讨会 

41 2016/11/16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Round-table meeting on GHS Classifications AICM 产业

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 GHS 分类座谈会 

42 2016/11/17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Workshop on Chemical Management AICM 产业政策促

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学品管理研讨会 

43 2016/11/29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Sit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16 厂区环境、健康与安全法规研讨会 

44 2016/11/30 
AICM Organized Round-table Meeting on Dangerous Goods Safety Management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座谈会 

45 2016/11/30 

AICM Was Invited to Meeting on Working Manual of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AICM 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邀请参加<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工作手

册审定会议 

46 2016/11/30 
AICM Successfully Signed a MOU with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s Laboratories 

on Nov. 30th, 2016 AICM 与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签署合作备忘录 

47 2016/12/7 
AICM Participated in 27th Annual Global Meeting on Plastics & Sustainability in Hanoi 

on Dec.7-9, 2016 AICM 参加第 27 届全球塑料与可持续发展年会 

48 2016/12/9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Emission Trade System Workshop  AICM 产业政策促进

委员会成功碳排放交易研讨会 

49 2016/12/12 
AICM Visited Automotive Data Center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AICM 拜访中国汽车数据研究中心数据资源中心 

50 2016/12/13 
Key Work Plans in 2017 were Developed at IPAC Leaders Working Meeting  AICM 产

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工作会制定 2017 年重大活动计划 

51 2016/12/14 

AICM and CAEP Successfully Organized Workshop on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2016 AICM 与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共同举办 2016 化工行业环境保护

政策研讨会 

52 2016/12/14 

AICM and MEP-SCC Reviewed Results of Cooperation and Expected more collaborating 

activities in 2017 AICM 与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就一年来的合作成

果及今后的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53 2016/12/20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Meeting in 

Shanghai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分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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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16/12/20 

AICM Participated in Experts Panel Meeting of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of Paint 

and Pigment For Standardization AICM 受邀参加全国涂料与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专家研讨会 

55 2016/12/21 
AICM Visited HSE Department of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Information Center AICM 拜

访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HSE 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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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CM & Japanese Chamber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On Jan. 12, 2015,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The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China (CJCCI) in Beijing with invited 

speakers from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Center. More 

than 100 participants from industry attended the event.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made an opening 

speech at event and indicated that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which also represents more common 

interest of members. Through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stake holders, a goo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latform effect was improved. At meeting, regulatory 

updat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most concerns of companies were thoroughly 

discussed.  

AICM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举办环保法规及化学品管理研讨会 

2016年1月12日，由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和中国日本商会共同合办的环保法规及化学品管理研讨会在北京

成功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承办。共有来自于行业内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和相关

讨论。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代表协会致辞，并指出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代表会员公司的共同利益，长期致力于构

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化学品法规和标准体系，也在此过程中，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和各行业协会的广泛

交流，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并使平台效应得到了不断地加强与完善。此次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协作，就环保

及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及相关技术要求及修订进展进行共同探讨，并就大家所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和深入

的讨论。 

 

2. AICM Visited Dr. Chen Rongfang of Shanghai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Jan. 20th, IPAC Deputy chair Mr. Brooks YU and IPAC core team, led by Dr. Sam BIAN, chair of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visited Dr. Rongfang CHEN of Shanghai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delegation appreciated to 

Dr. CHEN for supports and help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 and wish to have in depth cooperation for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future. works and expressed our wishe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and 

expressed our wishe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AICM 拜访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陈蓉芳博士 

2016 年 1 月 20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及食品安全分委会主席卞华松博士一行六人拜

访了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陈蓉芳博士。协会对陈蓉芳博士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协会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

了感谢。双方就标准的发布和后续解读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换意见，并希望能在 2016 年标准制定工作继续

加深合作，落实好标准的解读和实施工作。 

 

3. AICM & ECUST Honored TERA toxicologists for Graduate Courses 

On January 22nd 2016, AICM and Eastern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UST) and AICM hosted a 

ceremony to honor the 13 AICM TERA toxicologists who had lectured a successful graduate course of Toxicolog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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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rs were from member companies including DuPont, Invista, Lubrizol, Huntsman, Ashland, Covestro, BASF, 

Givaudan and Dow Chemical.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scientific outreach, AICM toxicologists from the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TERA 

group, opened an elective course of “The Basics of Toxicology “at ECUST f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year 

2015-16. The graduate students were mainly from College of Pharmacy. Other participants also included employees 

from AICM member companies.  

 

Dean, Professor Wang Zhe from College of Pharmacy highly praised AICM for providing toxicology knowledge to their 

students. Mr. Brook Yu, IPAC Deputy Chair of AICM introduced AICM and TERA sub-committee and he also 

committed to continue this type of effort in the future. Dr Yun Tang, who was the ECUST course sponsor, also 

introduced how the course was initiated and concluded by thanking AICM for the great contribution. Dr. Zhengyu Yin 

from DuPont who was the AICM course coordinator shared the survey result with the participants and pointed out the 

future plan about the course. Dr. Zhiyi Rong from Lubrizol mentioned that the toxicologists would be happy to help 

the students not only on but also after the class.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 felt the course was much helpful for him to 

broaden the knowledge and career choice. He also appreciated the dedication of the course lecturers to overcome the 

issue of time difference and distance.  

AICM 及华东理工大学共同授予 TERA 毒理学家研究生课程教

授证书 

2016 年 1 月 22 日，华东理工大学与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共同授予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的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及风险评

估分委会的 13 位来自杜邦、英威达、路博润、亨斯迈、亚什兰、

科思创、巴斯夫、国际日用香料香精协会、陶氏化学的毒理学

家毒理学课程教授证书。 

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的研究生培养主要面向制药、农药及相

关化工企业，为加强同学们的毒理学背景知识，应唐赟教授的

邀请，由美国杜邦公司的毒理学专家殷征宇博士及路博润公司

的戎志毅博士牵头，组织来自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的众多专家，为拓展毒理学，义务来校为研究生开设《毒理

学基础》系列讲座课程，受到学生们的一致欢迎。 

药学院王喆主任向协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各位专家的专业水平及辛苦付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产业政

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协会的最新进展。杜邦公司的殷征宇博士及路博润的戎志毅博士

分别介绍了课程参与学生的调查结果，同时也表示欢迎同学们课上及课下沟通。 

 

4. AICM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Established Three Key Task Forces 

As follow up actions and survey resulted at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in late Jan. 2016, three 

key task forces were established under sub-committee. Mr. Brooks Yu will be acting sub-committee chair in addition to 

his role of deputy chair of IPAC. Mr. Dong XIE (INVISTA), Ms. Sandy MA (DuPont) and Ms. Sally LI(AkzoNobel) will be 

taking this new role with our sincere thanks for their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on these 

subjects. The above task forces will be focusing on overall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definition, implementation issues including registr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goods. 

 

Mr. Dong XIE(谢栋) joined INVISTA since 2009 to become the company’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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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nd Safety (EHS) legal counsel and government affairs advisor for Asia Pacific. His job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providing legal support on EHS (including product stewardship) issues arising from INVISTA’s operation in the region to 

ensure compliance. He also represented INVISTA to participate advocacy work on the drafting and amendment of EHS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Prior to joining INVISTA, Xie Dong work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with GE China 

Corporate as EHS Legal Counsel. And Xie Dong holds a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 in Chemistry from Tongji University 

and a Juris Master Degree from Fud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谢栋先生自 2009 年加入英威达，担任亚太区环境健康

与安全（EHS）法律顾问和政府事务顾问，为公司在亚太区运营中所涉及的 EHS（包括产品安全）法规问题提供

支持，确保合规，并代表公司参与国内涉及 EHS 法规制定和修订的相关活动。在加入英威达之前，谢栋曾担任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法律顾问。谢栋先生取得了同济大学化学系的学士学位和复旦大学

法学院的硕士学位。 

 

Ms. Sandy Ma (Shuxia 马书霞) graduated fro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ster's degree in chemical technology in July 2005. Since July 2007, Sandy started to 

specialize in Product Stewardship &Regulatory Affairs area. By the end of March 2008，Sandy 

has worked for DuPont China Holding Co., Ltd. Shanghai Branch, responsible for DuPont 

China’s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hazardous chemicals, dangerous goods, Banned and 

restricted regulatory compliance implementation and on others relevant compliance work, 

also was responsible for DuPont products import & export compliance procedure documents 

update and maintenance, and product stewardship awareness training and others. Sandy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ssociation advocacy work such as new chemical substance, hazardous chemicals regulations, 

hazardous chemicals inventory and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dangerous goods relevant standards. 马书霞女士，

2005 年 7 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获得化学工艺专业硕士学位。自 2007 年 7 月起专门从事产品安全监管和合规

工作。2008 年 3 月底至今就职于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来负责杜邦中国新化学物质，危险化学品，

危险货物，禁止和限制等方面的合规工作，也曾负责杜邦产品进出口合规程序文件更新和管理以及和产品安全监

管培训及其它相关工作。这些年来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新化学物质,危险化学品法规，危险化学品目录及先关标

准，危险货物相关标准修订意见收集和建议工作。 

 

Ms. Sally Li (李绍霞) is Product Safety Regional Leader, Great China of AkzoNobel Corporation. 

She works together with local and global business PSRA for product stewardship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 in the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through 

monitoring & interpreting regulations, advocacy and lobbying, establishing internal PSRA 

expertise via trainings and networks etc. And Sally has worked in chemical and food industry for 

more than 18 years. Before she took this role since Jan 1, 2014, she had gain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areas of product stewardship, product safety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 logistics, 

production, ISO9000 etc. 李绍霞现任阿克苏诺贝尔总部担任大中华区产品法规事务经理。

他和全球及当地各个业务部门的产品监管和法规事务同仁一起，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台湾

和香港的产品监管和法规符合。主要职责有法规跟踪和释疑，通过 AICM 等协会平台反馈行业诉求，在公司内部

通过培训、信息和最佳实践共享等建立或提高公司内部专业技能等。在化工和食品行业从业超过 18 年。在从事

现在的工作之前，她在产品监管、产品安全、法规事务、化工物流、化工生产和质量保证（ISO9000）等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5. JCIA Visited AICM for Industry Practices Sharing o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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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eb. 22, 2016, Takashi Yamamoto-San, General 

Manager of Environment & Safety Department 

from Japanese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JCIA) 

visited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and representatives of mutual parties joined 

meeting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Ms. Beryl MA, on behalf of AICM, welcomes the visit 

of Yamamoto-San, expressed gratitude for sharing 

contents on good industry practices on Health and 

Safety Protection. By actively communicated with 

members, coordinated with relate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mpt response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AICM’s 

significant roles at lobbying are well acknowledged at meeting. They all believe mutual communications and 

effectively propose professional opinions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will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industry.  
日本化学工业协会拜访 AICM 并就行业间安全环保实践经验进行充分沟通 

 2016 年 2 月 22 日，日本化学工业协会环境安全部部长山本卓先生一行来访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执行理事

马一兵女士，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谈。 

 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对山本先生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就行业间环境与安全操作实践的分享和沟通表示

感谢。作为行业协会，在积极与会员沟通、协调各相关行业机构，及时、有效的向相关法规制定部门提供专业建

议和技术支持方面，AICM 所体现出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双方均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与合作、

及时有效的将代表行业的专业性建议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 

 

6. AICM IPAC Visited SAWS-NRCC & Round-table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On Feb. 24th,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Ms. Beryl 

MA and IPAC core team, led by Ms. WANG, Bing, 

Chair of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visited SAWS-NRCC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Relevant core team members joined 

the visit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All participants well exchanged on more recent 

regulatory activities o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elivered the concerned topics of Members, 

especially on low volume exemption at import, data 

acceptance at registra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to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and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requirements 

on hazardous chemicals.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Report 2015 was presented to NRCC for exchange. Collaborations of 

both parties especially on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standards will be further enhanced through the meetings on 

specific topics and trainings provided to members in 2016.  

AICM 拜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危险化学品管理举行专题座谈 

 2016 年 2 月 24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王冰女士一行拜

访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危险化学品管理举行专题座谈。 

双方就最近结构上进行的人员调整、会员结构及今年所开展的重大活动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双方就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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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录的最新执行情况、进口时小量豁免、数据的可接受性以及危险化学品目录与工作指南的可操作性、相关储

运要求等举行了专题座谈，并将 2015 年产业政策促进报告递交给登记供进一步探讨。双方均表示 2016 年将通过

多种形式的研讨及座谈，继续加强在法规及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合作，以给会员带来更多的增值服务。 

 

7. AICM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with SAWS upon Invitation 

On March 8th, AICM Delegation joined the meeting of SAWS with industry associations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Beijing. Director SUN, Guangyu from SAWS supervision department III chaired the meeting 

and listened to the questions and concerns from industry participants. Deputy Director, Ms. GUO, Xiuyun from 

SAWS-NRCC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About 50 representatives from industry associations joined the discussions. 

 

Director SUN listened to the comments and concerns of participants very carefull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ach industry and gave some general thoughts about the common interest. As noted in the meeting, all industry 

associations a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th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requirements on Dangerous Goods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A more coordinating management 

system from several ministries is requested by industry. More clarified interpretations on the regulations and working 

guidelines shall be necessary. The limited supervision resources shall be focusing on the prioritized industry area and 

key hazardous risk.  

 

Director SUN thanked for the industry 

associations especially as a platform to build 

up the positive image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voice out on behalf of membe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Platform effect 

shall be enhanc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emical industry through 

safety management. More contributive roles 

and more involvement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are expected in future. Each 

industry association shall be more aware of 

its shortage in its specific area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members. Concerning the issues raised especially on the 

requirements of DG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it may need support from other department.  

AICM 应邀参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及危险化学品管理行业座谈会 

2016 年 3 月 8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应邀参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及危险化学品管理行

业座谈会。会议由安全监管三司孙广宇司长主持并认真听取会议代表发言。化学品登记中心郭秀云副主任参加此

次座谈，共有涉及十多个行业协会行业表 50 余人参加了相关的讨论。 

孙广宇司长认真听取了行业协会代表对本行业的发展趋势，并就行业普遍关注的问题给予了适当的解释。行

业内目前普遍关注危险货物与危险化学品在法规及实操特别是储运方面的要求不明晰；各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

职能部门需要统一协调；危险化学品管理等相关法规及指南文件需要各相关部门给予更明确的解读；充分协调有

限监管资源，应重点行业重点管理,与重大危险源并进式管理。 

孙司长对各行业协会反应的问题表示了关注，并希望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其平台效应，在法律、法规及标准

的制修订过程中，多贡献、多参与，并代表会员多发声音。各行业协会在本行业内树典型、传经验；引导行业产

业结构调整；制定行业急需的标准规范，促进行业安全健康发展；梳理各行业政府想不到、管不到的有可能发生

重大事故的短板；增强服务意识，切实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就行业所关注的危险货物及危险化学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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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孙司长表示，这尚需协调其他部门支持。 

 

8. Mr. Zhiyi RONG is Nominated as Task Force Leader of PNEC project under TERA Sub-Committee of IPAC  

戎志毅先生被任命为 IPAC 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及风险评估分委会 PNEC 水项目工作组组长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key further working plans of 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 Project under TERA 

Sub-committee we are working with MEP-SCC, Mr. Zhiyi Rong, from Lubrizol is nominated as task force leader of PNEC 

Project. Please join with us to congratulate Mr. Zhiyi RONG(Lubrizol) on this new role and thanks for his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on this project. His extensive experiences in risk/safety assessment for chemicals will help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presence in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Mr. Zhiyi Rong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s working in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dustry, Mr. RONG 

takes the position as senior toxicologist with product safety and compliance department of 

Lubrizol. Before he joined Lubrizol, he worked with Dow Corning specialized for 

environmental hazard 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s. Graduated from Fudan University with 

a master degree in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and received Diplomat of Chinese 

Society of Toxicology (DCST), he has been serving to the risk/safety assessment for 

chemicals and ingredients used in products developed to meet global hazard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o 

future product stewardship for years. 戎志毅先生，现任路博润产品安全及法规符合性部门资深毒理学专家，拥有

20 余年在学术研究机构及工业界的从业经验。在此之前，曾任职于道康宁从事化学品环境影响风险评估和危害性

鉴别。戎志毅先生拥有复旦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专业理学硕士，并获得中国毒理学会认证的毒理学家资质。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为满足全球危害性沟通的要求及产品安全而开展的化学品风险评估及安全评价。 

 

9. AICM IPAC Hosted Special Meeting o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On March 22, 2016,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organized special meeting o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It is intended to enhance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exchange on advocacy strategy and address 

concerns of members. About 100 participants from industry attended the event. 

 

Mr. Brooks YU, IPAC deputy chair, made an opening speech at event. Ms. 

Eva WAN IPAC New Chemical and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hair chaired the morning session and introduced the 

purpose of meeting. Mr. Zhao YU from Covestro presented the issues of 

tonnage accumulation rules during the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currently adopted in China. All participants had a very fruitful 

discussion at meeting. As a follow up action, a survey will be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and concerns.  

 

Mr. Brooks YU, as acting chair of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introduced the three key task forces established recently 

and leadership of sub-committee, Mr. XIE Dong from Invista will be 

leading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Ms. Sandy Ma 

from DuPont will be leading the task for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Ms. Sally LI from AkzoNobel will be leading the task force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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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requirements for Dangerous Goods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Recent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on hazardous chemicals are delivered to members for exchange. Valuable team efforts are 

acknowledged by participants. A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local safety bureau shall be initiated soon for exchange.  

AICM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学品管理专题研讨会 

2016年3月22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化学品管理专题研讨会在上海成功举行。此次

研讨会由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承办，旨在加强行业内部沟通，调整产业应

对策略。共有来自于行业内的近100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和相关讨论。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致辞。新化学物质及有毒化学品

管理分委会主席万文君女士（陶氏化学）主持了上午关于新物质管理方面

的讨论。会中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就分委会在核心团队在过去的一年中

的主要工作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来自科思创的赵宇博士就目前新化

学物质申报过程中所采纳的数据分享和申报量累计等向全体会员进行了

沟通及深入的讨论。 会后将进一步就此事宜征求会员公司的反馈。 

危险化学品分委会代主席郁建先生主持了下午关于危险化学品管理

部分的讨论。 并着重介绍了最新成立的涉及危险化学品管理、执行事宜

以及储运要求等的三个主要工作组，将分别由谢栋先生（Invista）、马

书霞女士（DuPont）及李绍霞女士（AkzoNobel）来带领会员开展相关工

作，同时就第一季度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谢栋先生指出，分委会将

在今年密切关注国家层面对于危险化学品管理的法规和标准的制修订工

作进展，加强和标委会以及各法规制定的决策者的沟通和交流，进一步反

馈行业关注，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化学品法规和标准

体系。分委会核心团队的前期工作受到了全体与会人员的充分认可，会中

还就大家所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和深入的讨论。后续将会组织会员

与地方安监局关于危险化学品管理具体事宜进行沟通。 

10.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n March 23rd, 2016, AICM Industrial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t Eton Hotel in Shanghai. About 100 participants from 40 AICM member companies attended the meeting. 

Mr. Brooks YU, IPAC Deputy Chair,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Ms. Beryl MA introduced AICM anti-trust statement and extent appreciation to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IPAC Chairs 

and sub-committee chairs and support of all IPAC members. Mr. Taku SEGAWA, the sponsor board of IPAC, delivered a 

welcome speech; appreciated for great support of 

Mr. Michael ZHU from Solvay to previous IPAC 

activities, and welcomed new sponsor board Mr. 

Jan Kreibaum, Regional President from Clariant. 

Then, Ms. Bing WANG, IPAC Chair thoroughly 

reviewed the work and achievements in 2015 and 

discussed on the focus issues and future work plan 

of 2016 in line with AICM goals. 

 

Subsequently, Sub-committee chairs of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New 

Chemical, Cosmetic Raw Materials,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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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System, Food Safety, Site EHS, Automobile Applicati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Application, Toxicology, 

Eco-toxicology and Risk Assessment, Coating & Adhesive summarized achievements in 2015 and reported work 

priorities in 2016. Ms. Karin XU, head of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and goals 

of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and briefed the work plan of 2016. Finally, IPAC specially invited Mr. Houyun 

ZHOU from CNCIC to introduce AICM EHS Database system. The above topics trigged heated discussions among 

attendees. To build a more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 and work more effectively, IPAC called on member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urrent issues and raise their concerns.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 2015 年度会议 

2016 年 3 月 22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在上海成功举行了 2015

年度会议，共有来自 40 家会员公司的近 100 位代表参与了大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主持了会

议。 

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到会并介绍了反竞争法，并对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各分委会主席及

核心团队的积极贡献、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AICM 董事会成员，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顾问瀬川拓先生

参加会议并向到场会员致欢迎辞。 并代表全体与会嘉宾向新任顾问理事克莱恩的大中华区总裁严凯鹏先生表示

欢迎，对前索尔维大中华区总裁朱铭岳先生对委员会工作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

王冰女士，详细介绍了 IPAC 在 2015 年的突出工作和成绩，以及 2016 年的工作计划和重点活动。 

随后，危险化学品、新化学物质、化妆品原料、碳排放交易、食品安全、厂区 HSE、汽车材料及电子电气应

用、涂料和建筑材料、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及风险评估、区域间法规交流平台等分委会及主要工作组分别做了 2015

年工作活动总结以及 2016 年的工作计划报告。新成立的区域间法规交流平台协调人徐琨女士介绍了该平台成立

的背景及 2016 年的工作计划。最后，IPAC 委员会还特邀了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的周厚云主编为会员公司进行了

AICM-EHS 法规数据库内容和使用介绍。与会成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为了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渠道，提

高工作效率，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号召会员积极响应相关问题并及时进行反馈。 

 

11. AICM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 on SJ/T 11364-2014 No.1 Standard Amendment Notification of MIIT 

On March 28th, AICM participated in seminar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ducts pollution prevention workgroup of 

MIIT. More than 50 representatives from workgroup members attend this meeting. 18 revision suggestions were 

discussed, and a draft standard amendment notification was formed. 6 suggestions from AICM were discussed at the 

meeting. The participants exchanged opinions on standard revision, workgroup mechanism.  

AICM 参加工信部关于 SJ/T 11364-2014 第 1 号修改通知单讨论会 

2016 年 3 月 28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参加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讨论会。

工作组成员单位的 50 余位代表参加了讨论会。会议对 SJ/T 11364-2014《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

求》第 1 号修改通知单中工作组各成员单位提出的 18 条建议进行了逐一讨论，并且形成了标准修改单草案。其

中协会提出的 6 条建议也被一一回应和解释。此外，与会代表还对该标准下一步的修订、工作组工作机制等各抒

己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12. AICM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 

 On March 31, 2016, Standard Committee Panel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s was held in Beijing. AICM, as the 

committee member, participated in the panel meeting and reviewed the standards with 30 officials and experts from 

relevant stake holders. The message and concerns of chemical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goods from the view of industry practices were brought to the panel discussion. The drafted 

standards on hazard classifications were reviewed in the meeting. 

AICM参加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议 

2016 年 3 月 31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参加了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议。作为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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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标委会委员，与来自各相关权威机构的近 30 位专家学者一起对相关标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针对危

险化学品管理及危险货物管理的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实际操作，AICM 代表与会专家介绍了会员公司的关注并与

专家们一起就新送审危害鉴别及水生毒性等相关标准进行了讨论。 

 

13. AICM IPAC Exchanged with Shanghai Safety Bureau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On March 31st, 2016, AICM Industrial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thoroughly exchanged with Shanghai Safety Bureau on most recent 

concerns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especially 

commenting on the third batch of prohibited, restricted, and controlled list 

recently issued,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of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2015 in Shanghai city. About 50 participants from 

30 AICM member companies attended the meeting. Mr. XIE, Dong, task 

force leader of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Ms. Sandy MA and Ms. Sally LI, supported the event and 

conveyed the message on behalf of members.  

AICM 与上海安监局就危险化学品管理实施相关事宜座谈 

2016 年 3 月 31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产业政策促进

委员会（IPAC）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与上海安监局就《上海禁限控目

录（征求意见稿）》进行座谈，并就最新发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上海实施有关事宜进行充分沟通。共有来自 30 家会员公司的近 100

位代表参与了大会。会议由谢栋先生主持，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核心

团队马书霞女士和李绍霞女士提供支持，并代表会员公司提供支持。 

 

14. AICM IPAC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Quickly Responded to Emerging Issues 

Represent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ICM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dustry 

policy and a coordinating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help member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key task forces in late Feb, 2016, Mr. Brooks YU, Acting Sub-Committee Chair, together with key task 

force leaders Mr. Xie DONG (INVISTA), Ms. Sandy MA (DuPont), Ms. Sally LI (AkzoNobel) quickly responded to 

emerging issues and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several events in a very short period. 

 

Within one month, there are about 300 delegates from 40 member companies were highly involved in the meetings. 

Several subjects were covered at meetings, including implementation issues of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registr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etc. The team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Meeting as expert member and voice out on behalf of members; took 

the visit and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SAWS-NRCC expert, organized special meeting on chemical management with 

members, exchanged with Shanghai Safety Bureau on most recent concerns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quickly responded to dangerous goods requirements issued by MOT and group discussions during the past 

month. The great team efforts thus made quickly response to emerging issues through surveys, position papers and 

channel the discussions with relevant policy makers to provide industry inputs. By building a more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 we believe, IPAC, together with team efforts, will continue to work as a credible resource with 

high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best industry experience. 

AICM 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核心团队快速、及时、高效反馈行业专业意见 

作为跨国公司的沟通桥梁，AICM 多年来为协助会员企业贯彻执行并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建立和完善统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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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化工产业政策和化学品管理等制度提供支持，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今年 2 月底成立工作组以来，危险化

学品分委会代主席郁建（AkzoNobel）及主要工作组负责人谢栋（INVISTA）、马书霞（DuPont）和李绍霞（AkzoNobel）

团结协作，以其科学、严谨、专业、高效的工作态度，积极参与涉及危险化学品目录实施指南事宜、登记实施、

危险货物运输等相关工作。 

在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共先后组织或参加 6 次各种形式的沟通与交流、共有来自 40 多家会员公司的 200 多

位代表参与。如拜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青岛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和专家座谈、积极参加国家危险化学品标

委会的标准审定、代表跨国化学品制造商参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座谈、组织会员就《上海禁限控目录第

三批意见稿》进行沟通、并就《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讨论并反馈会员意见、组织会员公

司进行危险化学品管理专题讨论及电话会议。团队的快速、及时、高效反馈行业专业意见及切实解决方案受到了

专家和业内同仁的一致认可。我们相信：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继续在团队的带领下以科学、严谨、专业、高效

的工作态度及卓越贡献提供专业的行业建议和最佳实践经验。 

 

15. AICM Visited Standard and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Center of MEP 

On April 7th, 2016, AICM PAP taskforce visited Standard and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Center (ECC) of MEP. Mr. Lei Cao, head of ECC, attended this meeting and discussed with AICM task force members, 

including BASF, Evonik, ExxonMobil.  

 

Mr. Lei Cao introduced fun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ECC and the standard development plans. AICM PAP taskforce 

shar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HMW PAP management. AICM PAP taskforce expressed the wish for establishing a 

regular update on PAP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with ECC. Mr. Lei Cao welcomed to exchange with 

AICM, and hope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ould contribute to improve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AICM 拜访环境保护部环境认证中心标准与政策研究室 

2016 年 4 月 7 日上午，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高分子增塑剂小组在北京拜访环境保护部环境认证中心标准与

政策研究室。标准与政策研究室曹磊主任与 AICM 成员公司代表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来自巴斯夫、赢创、埃克森

美孚的成员公司代表和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经理霍立彬参加了拜访。 

会议首先由曹磊主任介绍了环境认证中心行政职能的转变方向和标准政策室的正在制定的标准计划。AICM

高分子增塑剂小组介绍了美国和欧洲对高分子增塑剂管理的最新进展，并表示今后愿意持续将国外的管理信息和

经验与标准政策室定期分享和交流，以推动国内科学合理的制定管理政策。曹磊主任表示，非常欢迎与 AICM 沟

通交流，希望国外的先进经验能在我国环境立法中起到积极作用。 

 

16. Ms. Sophie LI is nominated as 1st task force leader under New Chemical &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IPAC 

Ms. Sophie LI, from Covestro, is nominated as 1st task force leader under sub-committee of IPAC. Her extensive 

experiences in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science field will help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eam work to channel a 

science and risk-based regulatory dialogue.  

Ms. Sophie Li takes the position as Sr. Product Regulatory Affairs Manager in Covestro 

Polymers (China) Co. Ltd. with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n regulations related to new 

chemical registration and is responsible for China new chemical registration and registration 

related toxicological studies/risk assessment, regulatory assessment of new applications and 

China, Australia & New Zealand chemical regulation monitoring. Sophie Li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with a doctorate degree in Biology Science & Biotechnology and is a 

diplomat of Certified Toxicologist, Chinese Society of Toxi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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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湘辉女士被任命为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新化学物质和有毒化学品分委会第一工作组负责人 

李湘辉女士被任命为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新化学物质和有毒化学品分委会第一工作组负责人。我们相信，她

多年的化学品管理及学术界的经验，将会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团队在基于科学和以风险为基础的法规交流平台建

设。 

李湘辉女士目前就职于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高级产品安全法规事务经理，对新化学物质申报的法

规要求有很深入的理解。主要负责中国新化学物质常规登记及登记所需的毒理学测试和风险评估，提供化学品新

应用的法规咨询以及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化学品法规监测等事务。李湘辉拥有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博

士学位，并具有中国毒理学会认证毒理学家资质。 

 

17. AICM Delegation Visited JCIA for Reg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 Exchanged o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the week of April 18, 2016, delegation of AICM visited Japan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JCIA) for reg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lead by Mr. Segawa Taku, board director of AICM.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Ms. Bing WANG,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hair, Ms. Karin XU, Head of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and Mr. Shizheng YUAN joined the visit and relevant discussions. The meeting is intended to promote 

regulatory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platform and seek for mutual collaborating opportuniti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Mr. Tetsuo Nishide, Director General of JCIA,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of AICM. Mr. 

Segawa Taku introduced years’ growth of AICM 

membership and collaborating activities throug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At meeting, all 

participants well exchanged on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manage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on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n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 done previously, Mr. Shizheng YUAN 

from Mitsubishi was assigned to be the focal point of 

Japanese Regulations at meeting. Both parties 

committed to regulatory updates sharing and regular meetings for exchange on key issues.  

AICM 与日本化学工业协会进行区域间法规交流并共同探讨合作事宜 

         2016 年 4 月 18 日这一周里，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一行在理事会成员濑川拓先生的带领下拜访日本化学工

业协会并就区域间法规交流举行座谈。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王冰女士、区域间法规交

流平台协调人徐琨女士、核心成员三菱化学袁仕正先生参加此次拜访及主要会谈。此次会谈旨在加强双方区域间

法规交流与合作。  

         日本化学工业协会专务理事西出徹雄先生对协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参加了主要会谈。濑川拓先生向与会嘉

宾介绍了多年来会员的增长情况以及重要活动。双方就中国在化学品管理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管理、新化学物质环

境管理法规的制修订进展进行沟通，并就行业所关注的领域进行分享。根据前期调查结果，袁仕正先生在会中被

指定为日本区域的法规主要联络人。双方均表示将继续加强法规方面的沟通，并定期就重大事宜开展座谈。 

 

18. AICM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Participated in the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CFDA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IPAC, led by Mr. ZHAO, YU, Sub-committee Chair, just participated in 

the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CFDA on April 26th, 2016. Ms. Huang, Min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joined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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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CFDA Issued Drafting Instructions on Adjusting Related Requirements on 

Application Document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of New Raw 

Materials for Plant-Based Cosmetics and solicits comments from 

industry in late 2015. The round-table meeting was organized for 

detailed discussion, comments and exchange. The intended efforts of 

CFDA are to hear more from industry especially on difficulties incurred to 

the industry for application of new raw materials, and technical solution 

if possible.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with CFDA with technical inputs on management of cosmetics raw materials as per invitation.  

AICM 化妆品原料管理分委会应邀参加 CFDA 化妆品植物新原料管理座谈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注册司于 4 月 26 日组织化妆品植物新原料管理座谈会，黄敏副司长

到会并参加相应讨论。化妆品原料管理分委会在分委会主席赵宇博士的带领下应邀参加此次座谈。  

总局于 2015 年底发布《关于调整植物类化妆品新原料行政许可申报资料要求有关事宜》 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此次座谈在针对此文件进行相应的意见汇总和行业协会沟通交流的同时，也希望就此机会将行业在化妆品原料管

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一下集中讨论，并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AICM 化妆品原料分委会应邀将会继续就原

料管理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19. AICM attended the 3rd Symposium on Eco-toxicology in 2016  

On April 28-30th, 2016, IPAC Toxicology, Eco-toxicology Sub-committee 

of AICM attended the 3rd Symposium on Eco-toxicology in 2016 in 

Wu’xi. AICM toxicology, eco-toxicology, and risk assessment 

sub-committee led by Mr. RENJUN GAO, participated event and 

presented in special sessions. About 1000 participants from relevant stake 

holders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and joined relevant discussion. Dr. 

RENJUN GAO presented in the 

meeting, which were well 

acknowledged by the 

toxicologists in the meeting. Dr. RONG, Zhiyi (Lubrizol) had a poster in the 

meeting. Dr. GUAN, Na (Covestro) and Dr. YIN, Zhengyu(DuPont) attended 

meeting.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of industry with officials and 

technical experts,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dialogues.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参加第三届生态毒理学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4 月 28-30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毒

理、生态毒理学和风险评估分委会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在第三届生态

毒理学学术研讨会。共有近千余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及相关讨论。 

与会期间，分委会主席高仁君博士在会上就相关议题演讲，戎志毅博士

（路博润）展出的相应展板内容收到了与会各方专家的高度认可。管娜博士

（科思创）及殷征宇（杜邦）参加此次会议。协会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

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

防控的对话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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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Technical Topics seminar with CFSA 

On May 4th, 2016,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food contact technical topics seminar with CFSA in Beijing. We are 

honored to invite Dr. Lei Zhu and Dr. Hong Zhang of CFSA to exchange deeply with our members. 12 member 

companies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this meeting.  

 

All participants discuss and exchange deeply for concerned topics. AICM hope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with CFSA 

in future, and timely give feedbacks on standards  in order to promote new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AICM 成功举办食品接触材料技术问题座谈会 

2016 年 5 月 4 日，AICM 在北京成功举办食品接触材料技术问题

座谈会。会议邀请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朱蕾博士和张泓博士参会，

并就行业关心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IPAC 副主席郁建先生，食

品安全分委会主席卞华松博士以及分委会成员公司代表参加会议。 

两位老师与参会代表对协会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逐一仔细的交流

和讨论，AICM 希望能在今后新国标的实施过程中继续加强与风险评

估中心的交流，及时反馈标准中的相关问题，从而推动行业更好地实

施新标准。 

 

21. AICM Visited National Food Safety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On May 5th, 2016, AICM visited National Food Safety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Mr. Jianqiang Geng, 

head of NFOSIC and Dr. Zhaohui Wang attended this meeting. 10 companies 10 representatives also joined the 

meeting. 

 

Mr. Jianqiang Geng welcomed AICM delegation, and introduced the work scope and duties of NFQSIC. Dr. Zhaohui 

Wang, as AQSIQ experts, shared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work in this year. Both sides exchanged opinions on food 

contact materials standards. IPAC deputy chair Mr. Brooks Yu introduced AICM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Mr. Sam Bian, 

as IPAC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hair, shared industrial concerns on food contact resin standard application, and 

expressed the wish to enhance cooperation on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AICM 拜访国家食品质量监督中心 

    2016 年 5 月 5 日上午，AICM 拜访了国家食品质量监督中心。中心主

任耿健强和王朝晖博士出席会议，AICM 成员公司代表 10 人参加此次拜

访。 

会议首先由耿健强主任欢迎协会来访，并介绍了国际食品质量监督

中心的工作职责和业务。王朝晖博士作为质检总局专家对今年总局进行

监督抽查工作进行了分享，并对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与协会代表进行了讨

论。IPAC 副主席郁建先生介绍了 AICM 基本架构和情况，食品安全分委

会主席卞华松博士分享了行业对食品接触材料树脂标准应用性的关注，并表示希望能在今后标准实施过程中与中

心加强合作交流，更好地符合中国法规。 

 

22. AICM Visited Food and Agriculture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of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ization 

On May 5th, 2016, AICM visited Food and Agriculture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of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ization in Beijing. Ms. Wen Liu, as director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attend this 

meeting. 9 representatives from AICM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the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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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C deputy chair Mr. Brooks Yu introduced AICM structure and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and hope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for 

food related products regulations concerns in order to support policy 

making from industry side. Ms. Wen Liu welcomed AICM visit, and also 

hope to get more experience from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ICM 拜访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食品标准所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AICM 在北京拜访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

与食品标准所。农业与食品标准所刘文所长出席。AICM 成员公司代表

9 人参加了此次拜访。 

作为首次拜访，会议由 IPAC 副主席郁建先生介绍了 AICM 概况和食品安全分委会的工作情况。 

 

23. SAHTECH visited AICM and Exchanged on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Taiwan 

On May 12, 2016, Dr. Jowitt Z. LI from SAHTECH (Safety and Health Technology Center of Taiwan Area) visited 

AICM, and all exchanged on regulatory updates o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Taiwan.  

 

Ms. Karin XU, Head of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gave the warm 

welcoming to the visitors and introduction of regional extension for regulatory 

exchange. More than 30 participants from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relevant 

discussions and Q&A Session. The issues and concerns at implementation will be well 

conveyed.  

台湾安全卫生技术中心代表拜访协会并就台湾化学品管理听取行业反馈 

2016 年 5 月 12 日，台湾地区安全卫生技术中心李政宪博士拜访国际化学品制

造商协会，并就台湾化学品管理最新进展与行业代表进行座谈。  

区域间法规交流平台徐琨女对李博士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区域间法规交流平

台的最新进展。共有 30 多位行业的专家参加了后续的台湾化学品管理进展的电话会议及相关讨论。会中，与会

专家与代表一起就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关注点进行了阐述和解释，关注内容将由平台进行相关反

馈。 

 

24. AICM Delegation Visited SCIC for Reg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On May 18-19, Ms. Karin Xu,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and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paid visit 

to Singapore Chemical Association(SCIC). Mr. Terence Koh,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SCIC viewed AICM a long-standing 

credible partner that he believed both associations should 

work closer on the regional regulatory and policy issues. The 

newly formed ASEAN Regulatory Cooperation Project Team 

which was initiated by ICCA and now custody by SCIC offered 

an excellent platform where AICM is warmly welcomed to participate in. Ms. Cissie Yang of Shell and Leendert Van Dijk 

of Eastman who are the team leaders of the Project joined the meeting. 

AICM 拜访新加坡化工协会探讨区域间法规交流合作事宜 

         2016 年 5 月 18-19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及区域间法规交流平台负责人徐琨女士拜

访新加坡化工协会（SCIC）并就区域间法规进行交流。  

        新加坡化学工业协会执行理事 Terence Koh 先生指出 AICM 作为新加坡化工协会长期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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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间法规和政策方面应加强合作与交流。ASEAN 法规合作项目组在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ICCA） 的倡导下

成立，并由新加坡化工协会代为运行，为各行业协会提供了非常好的交流平台，也欢迎 AICM 来参加。 项目负

责人 Cissie YANG 女士（Shell）和 Leendert van Dijk (Eastman)参加了此次会议。 

 

25. AICM Visited MEP Chemic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Enhance Chemical Management of Key 

Environmental Concern Promote Regulatory Compliance Monitoring 

On May 23, 2016,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hair, Ms. WANG, Bing, and Deputy Chair, Mr. Brooks YU 

visited MEP on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exchanges on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cheme. Ms. DING, Qiong, Chief 

Engineer of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Center (SCC) attended the meeting. IPAC core 

team leadership participate the meeting and joined relevant 

discussions.  

 

Mr. ZHONG, Bin, director of chemical management of MEP, 

welcomed the team of AICM and appreciated for the 

technical supports from multinational industry. At meeting, a regulatory scheme of prioritized chemical management 

is thoroughly discussed. The inspection and compliance monitoring program shall be promot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of industry with officials and technical experts,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dialogues.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拜访环境保护部化学品处 突出重点环境关注化学品管理 加强法规符合性核查 

2016 年 4 月 23 日，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王冰主席和副主席郁建先生拜访环境保护部化学品处并就目前

化学品管理的法规体系进行深入探讨交流。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丁琼女士参加了此次

会议。产业政策委员会核心团队参与了相关的讨论。  

钟斌处长向王冰女士一行表示欢迎，并对团队代表跨国企业一直以来提供的技术支持表示感谢。会中就化学

品管理策略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突出对重点环境关注的化学品进行管理，在继续加强法规的

符合性核查，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也将继续就技术层面和企业实操方面提供专业的支持。协会及产业政策促进委

员会将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对话和交流。 

 

26. AICM Delegation Visited MEP-SCC and More Subjec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all Be Expected 

On May 24th, 2016, AICM delegation, led 

by Ms. Beryl MA, visited MEP-SCC for 

more exchanges. IPAC Chair, Ms. WANG, 

Bing and Deputy Chair, Mr. Brooks YU 

AICM joined the visit and relevant 

discussions. 

 

Ms. ZANG, Wenchao, vice director of 

SCC, welcomed the visit of AICM team 

and introduced the update of soil 

remedi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of 

heavy metals in China. Ms. Beryl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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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ed the update of membership of AICM at meeting. Members are becoming more concerned on the adjus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as well. The exchanges, as agreed in the meeting, shall be 

extended to more subjects including soil remediation, etc. At discussions, toxic chemical control act, heavy metal 

pollution control, inventory check of soil risk control before and during the plant transfer are brought with more 

interest of all participants. More exchanges shall be expected in between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AICM拜访环保部固管中心，将就更多环保产业政策共同关注进行探讨 

5 月 24 日上午，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执行理事马一兵等一行拜访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管理技术中心，并就协会发展及污染场地治理相关问题与臧文超副主任进行了交流。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王

冰女士及副主席郁建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臧文超副主任对马一兵女士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中心在污染场地及重金属领域开展的主要工作，

以及中国目前在该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马一兵女士向臧文超副主任介绍了 AICM的基本情况和机构变迁历程，

并表示目前对国内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调整及发展趋势比较关注，尤其是在土壤修复等热点问题上也希望加强了

解及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双方就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修订进展情况、污染场地国内外相关政策法规、重金属修复、企业拆迁调

查及风险评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并就进一步共同开展交流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 

 

27. AICM Supported Pollutants Control and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of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s 

products 

MIIT organized to hold Pollutants Control and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of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s products in Beijing 

on May 27th, 2016. AICM, as main support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attended and delivered speeches. Nearly 200 participants from 

government, association and company joined in this event. 

    The forum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on China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gr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licy,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ollution control standardization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actices at home and abroad, 

Environmental control substances (harmful substances) in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lternative and recycled. 

Mr. Brooks Yu, IPAC deputy chair, shared the UN management of Chemical in the products. Ms. Jiuni Shu, IPAC 

electrical electronics sub-committee chair, introduced the main application and replace of Chemicals in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ll participants had intensive discussion, and hoped to improve Conformity assessment system 

and the target directory in China. 

AICM 支持电器电子产品污染控制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论坛 

2016 年 5 月 27 日，工信部在北京召开电器电子产品污染控制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论坛。AICM 作为主要支持单

位参加会议并做演讲。共有来自政府、协会和企业的近 200 人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对我国电器电子产品绿色发展技术政策、国内外电器电子产品污染控制标准化和合格评定实践、电

器电子产品中环境管控物质（有害物质）的替代与减量化进行了专题研讨。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

建先生分享了联合国产品中化学品的管理，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电器电子分委会主席舒九妮女士分享了化

学品在电器电子产品中的主要应用及替代现状。与会代表对各个演讲都进行了热烈研讨，希望能对中国电器电子

产品合格评定制度和达标目录起到推动作用。 

 

28. AICM Actively Attending International Forum on Automobile Material and Promoting the Upstrea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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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tream Regulation Exchanges on the Supply Chain 

On June 2, 2016, the 2016 (5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Automobile Material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Beijing. The 

subject of the Forum is "Activities of Strengthening material foundation drive green manufacturing of automotive 
industry", inviting nearly 70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relevant authorit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experts and scholars, as well as media representatives etc., mainly focusing on the automobile 
and material macropolicy trends, materials solution program, green supply chain establishment, and automotive 
forward design to expend communications. 

As the main supporter of the Forum,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ICM)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um. Mr. Yujian,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on the behalf of 
AICM, made a report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Chemical 
Regulations o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to share the 
current Chemical Regulations affecting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main concerns of AICM. As the Product Director in the 
Great China Region of AICM member company, Axalta 
Coating Systems, Dr. Yan Fucheng was invited to make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Selection of OEM Automobile Body 
Materials and the Process Progres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ve Coating Materials” in ELV venue to introduce 
how Axalta helps the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to realize 
green products and green production with new 
high-performance automobile coating technology. AICM 

member companies including AkzoNobel, DuPont, Axalta, BASF, Ashland, Celanese, Total, Lanxess, SABIC, and 
Styrolution etc., all together ten companies, attended the Forum. AICM has supported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four 
sessions, shared the progress of chemical products manufacturers on product compliance and innovation, and 
expressed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upply chain of automobil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to member compan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ownstream enterprises so a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June 3rd, AICM participated in "The 15th Meeting of the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of Vehicle Materials.” 
CATARC reported the previous year’s progress and future work plans and expanded discussion on automotive 
halogen-free flame retardant materials replacing technology and low-VOC adhesion technology. AICM deeply involved 
in Automotive Materials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continuously learnt about technological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progress of car materials to provide necessary support for the member companies to meet th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also help member companies to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with downstream enterprises. 

On June 1st, AICM visited Toyota Motor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China) Co., Ltd. and had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the colleagues in the Regulatory Department. Mr. Yu, Jian, Deputy Chairman of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Automobile Application Sub-committee, Mr. Tan,Yecao, Chairman of Automobile 
Application Sub-committee , attended this visit. The two parties discussed on the currently concerned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commonly agreed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on the value chain is quite necessary and they will deepe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ICM 积极参与车用材料技术国际研讨会，促进供应链上下游法规交流 

2016 年 6 月 2 日，2016（第五届）车用材料技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次大会以“材

料强基行动驱动汽车工业绿色制造”为主题，邀请了政府相关部委领导，国内外行业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近 700

人参会，重点围绕汽车与材料宏观政策趋势、材料解决方案、绿色供应链构建、汽车正向设计等展开交流。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作为会议的主要支持单位受邀参加会议，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

先生代表 AICM 在大会上做了“化学品法规对汽车行业的影响”主题报告，分享了目前对汽车行业产生影响的化学

品法规和 AICM 的主要关注。AICM 成员公司艾仕得涂料系统大中国区产品总监闫福成博士还受邀在 ELV 分会场

做了“OEM 车身材料的选择和环保涂装材料工艺进展”的专题演讲报告，介绍了艾仕得如何以新型的高性能汽车

涂料技术助力汽车制造商实现绿色产品和绿色生产。AICM 成员公司阿克苏诺贝尔、杜邦、艾仕得、巴斯夫、亚

什兰、塞拉尼斯、道达尔、朗盛、沙伯基础、苯领高分子等十余家公司派代表参加会议。AICM 已连续四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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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际研讨会，分享化学品制造商在产品合规和创新方面的进展，并表达为汽车产业供应链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同时为会员公司与政府和下游企业提供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产业发展。 

6 月 3 日，AICM 参加了“车用材料技术工作组第 15 次会议”。会上 CATARC 汇报了上一年度的工作进展以及

下一步工作计划，并对汽车无卤环保阻燃材料替代技术和低 VOC 粘合技术展开讨论。AICM 深度参与车用材料技

术工作组，持续了解车用材料技术法规和标准进展，为会员公司满足法规要求提供必要的支撑，也有助于会员公

司与下游企业的沟通和交流。 

此外，6 月 1 日，AICM 拜访了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并与其法规部门同事进行了座谈。AICM

产业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和汽车应用分委会主席谭业操先生参加了此次拜访。双方就目前关心的行业内法

规标准进行了分享和讨论，并一致表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沟通十分必要，加深了解，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29. AICM and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 Laboratory (Changzhou) organized technical meeting 

On June 13th, 2016, AICM and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 

Laboratory (Changzhou) organized technical meeting on food 

contact material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management in 

Changzhou. Ms. Guiqin Shang, as deputy director of this laboratory, 

attended the meeting 9 representatives from AICM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the meeting. DoC guideline was the major topic 

for discussion. AICM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guideline scope, 

content and template。 

AICM 与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常州）召开座谈会  

2016 年 6 月 13 日，AICM 在常州与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常州）就食品接触材料行业符合性声明的

管理召开了座谈会。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常州）副主任商贵芹老师出席，AICM 会员公司 9 位代表参

加讨论。座谈会主要围绕食品接触材料符合性声明指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协会对指南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

填报表格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商贵芹老师表示，该指南仅为行业提供可参考的文件，但也将根据行业反馈意见

不断完善，争取能满足行业的实际需求。双方均表示对食品接触材料符合性声明继续保持沟通。 

 

30. AICM Signed Long-term MOU with SAWS-NRCC in Shanghai 

On July 12, 2016, AICM signed Long-term MOU with National Registration Center for Chemical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NRCC, SAWS) and 

Qingdao Nuocheng Chemicals Safety Technology 

Co., Ltd. In Shanghai.  

 

Mr. Jan Kreibaum, AICM’s Board Director and Ms. 

Xiuyun GUO, Deputy Director, and Mr. Xin, Ping of 

Nuocheng gave well exchanges at ceremony. Ms. 

Bing Wang, IPAC Chair, on behalf of AICM, signed 

the MOU. And IPAC Deputy Chair Mr. Brooks YU, 

Mr. Xie Dong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hair), Task force leaders of Ms. Sally LI(AkzoNobel) and Ms. Sandy Ma(DuPont) together witnessed 

the signing.  

 

With years collaborating activities, Mr. Jan indicated that the long-term MOU, as a milestone, will extend the 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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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ICM Visited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 Laboratory (Guangdong) 

communications and collaborations in future, to establish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y bringing with science and 

risk-based inputs at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s/standards, and best global practices and promote a sound legislative 

system in China.  

AICM 与 SAWS-NRCC 在上海签署长期合作备忘录 

2016 年 7 月 12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及青岛诺诚化学品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签署长期合作备忘录。  

AICM 理事会成员严凯鹏先生及化学品登记中心副主任郭秀云女士一行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产业政策促

进委员会主席王冰女士代表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危险化学品分委

会主席谢栋先生（INVISTA）、工作组组长李绍霞女士（AkzoNobel） 和马书霞女士（DuPont））等共同见证了此次

签署。 

严凯鹏先生指出‘协会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

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此次长期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必将成为今后进一步加强沟通、拓展合作

交流的里程碑。 

31. AICM was invited by SAWS to attend the meeting “Proposal on Hazardous Chemicals Act Outline Study” on 

Aug. 2, 2016 

AICM delegation, led by Ms. Beryl MA, IPAC 

Deputy Chair Mr. Brooks YU, Task force leaders of 

Ms. Sally LI (AkzoNobel) and Ms. Sandy Ma 

(DuPont) together joined the meeting. 

 

Mr. Lu Xu, director of SAWS host the meeting, Mr. 

Xu Shaodou,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gave close 

summary.   App. 20 participants from Sinopec, 

Petrochina, CNOOC etc. discussed frame work, 

conception and definition, production and 

storage, trade, usage, transportation, registration and rescue, waste disposal,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Legal and 

convergence with other legal penalties, others in four hours.  Authority appreciate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associ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Per the agreement, AICM will conduct more detailed exchanged with the policy 

makers in the upcoming months on behalf of MNCs in China.  

AICM 受国家安监总局邀请参加《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提纲研讨 

中国政府拟启动起草《危险化学品安全法》。 受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邀请，AICM 作为外资企业代表的行

业协会，出席了 2016 年 8 月 2 日在京举办的提纲调研会。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IPAC 副主席郁建、工作组组长

李绍霞（阿克苏诺贝尔）、马书霞（杜邦）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国家安监总局监管三司徐少斗副司长和陆旭处长共同主持。包括中石化、中石油及中海油约 20 个单

位的专家集思广益，围绕整体框架、有关概念以及生产储运、经营使用、运输、废弃处置、应急救援和法理等领

域进行了 4 个多小时的交流，表达了业界对此法规的高度期许。国家安监总局对此深表感谢， 经确认，AICM 将

于未来几个月与起草专家一起就法律的具体内容和会员一同进行更进一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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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ug. 9th, 2016, AICM visited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 Laboratory (Guangdong) in Guangzhou. Mr. Macro 

Zhong, as director of the laboratory, warmly welcomed 

AICM visit, and introduced the lab scope, capacity and 

related research. Both sides all hope to closely cooperate in 

food contact materials filed, and promote together 

standards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fter the 

meeting, Mr. Macro Zhong led AICM participants to visit the 

laboratory, and gave the explanation.  

AICM 拜访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广东） 

2016 年 8 月 9 日上午，AICM 拜访了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广东）。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

（广东）钟怀宁主任对 AICM 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实验室的业务范围、能力建设，以及相关研究做了简要介

绍。双方均表示，将在食品接触材料领域进一步密切合作，对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会后，钟

怀宁主任还饶有兴致地带领 AICM 参会人员参观了实验室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33. AICM Visited Local CIQs in Shenzhen and Guangdong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Members o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Importing Chemicals 

On August 9-10th, AICM visited local CIQs in Shenzhen and Guangdong. The visits are mainly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members o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importing chemicals, including identification of hazards to open the cargo and 

sample collection，certified testing facilities for hazards identification. Industry requested to have a categorized 

management system over the importing goods at CIQs. The issue that for those annex, as reference materials in the 

standard, was treated as mandatory, however, was fully discussed at meeting. Mr. ZHANG, Jianda, of Shenzhen CIQ 

mentioned that all inspections shall be done according to national stand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ssued previously. 

AICM and member companies are welcomed to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upon subject and difficulties met during the 

importing shall be exchanged more with local ports.  

AICM 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就化学品进口相关事宜与深圳检验检疫局沟通 

2016 年 8 月 9 日至 10 日，AICM 就会员公司普遍关注化学品进口相关事宜与广东及深圳检验检疫局进行沟通。会

议主要议题涉及对进口货物进行开箱送检进行危险性分类鉴定、进口货物进行分级管理的诉求、进行危险性分类

鉴定的检测机构认可情况进行沟通，并就报关过程中，对于标签中关于非强制（资料性附录），却被口岸强制要求

的情况进行了座谈。深圳检疫局张建达老师表示，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的检查均需参照国家标准执行，稍后如有

内部会议交流，欢迎协会的企业单位派人参加或进行专题的座谈。 也欢迎企业就实际问题多和口岸进行沟通交流。 

 

34. AICM Organized 2016 Food Contact Material Working Meeting 

On Aug. 16th, 2016,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food contact material working meeting. 60 representatives 

from 34 member companies attended this meeting. 

 

Dr. Sam Bian, IPAC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hair, hosted this 

meeting. Mr. Brooks Yu, as IPAC deputy chair, delivered welcome 

speech. Dr. Sam Bian introduced food contact resin application, Mr. 

Jiaqi Yuan and Ms. Nini Lin introduced food contact adhesive standard 

updates, Ms. Summer Liu share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migration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test and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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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U, Mr. Chunlin Shen shared AQSIQ management thought of food related products, Dr. Sam Bian introduced food 

contact material DoC guideline updates. AICM member companies lively discussed these topics,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work plan.  

AICM 成功举办食品接触材料工作讨论会  

2016年 8月 16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食品接触材料工作讨论会”。

共有来自 34 家会员公司的 60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食品安全分委会主席卞华松博士主持，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出

席并致开幕辞。会议上卞华松博士介绍了食品接触树脂标准应用的讨论，袁家齐和林英妮介绍了食品接触粘合剂

标准的最新进展，刘玉卫分享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与欧盟的对比，沈春琳分享了质检总局对食品

相关产品的监管思路，卞华松博士介绍了食品接触材料符合性声明导则的进展情况。会员公司对食品接触材料的

标准和法规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食品安全分委会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35.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Coating VOC Policy and Regulations Workshop 

On Aug. 24th, 2016,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Coating VOC Policy and Regulations workshop in Shanghai. 

45 representatives from 21 member companies attended this meeting. 

 

Ms. Miao Ning, from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MEP, introduced the drafted version and management thoughts of 

China 13th Five Year plan of VOCs total amount control. Top 7 

industries have been selected in the program, which contribute 40% 

of the total VOC emission in China. Mr. Guoning ZHANG, from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stitute of Chines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roduced China VOCs discharge standard 

status and pollutions control trend. Mr. ZHANG help to clarify VOCSs 

definitio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in MEP level. All representatives 

joined in group discussions session, and expected that we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governmental 

experts.  

AICM 成功举办 2016 涂料 VOC 政策与法规研讨会  

2016 年 8 月 24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2016 涂料 VOC 政策与法

规研讨会”，共有来自 21 家会员公司的 45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宁淼老师和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环境标准所张国宁参加此次研讨会。 

会议由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宁淼老师介绍了“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十三五规划”的主要内容和管理思路。会

议还邀请了环保部环境标准所张国宁主任介绍了中国 VOC 排放标准现状以及污染控制思路，明确了环保部层面的

VOC 定义和管理要求。会员公司与两位专家进行了热烈互动和讨论，并表示希望以后能继续与政府专家深入探讨。 

 

36. AICM Visited SINOPEC CORP.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Processing 

On Sep. 27th, 2016, AICM Petroleum Fuel and Lubricant taskforce 

visited SINOPEC CORP.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Processing in 

Beijing. Mr. Jianrong Zhang, as deputy chief engineer, attended 

meeting and discussion. Mr. Frank Wang, AICM taskforce leader, Mr. 

Martin Ma and IPAC manager Mr. Libin Huo joined in this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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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ibin Huo introduced AICM and taskforce activities, and then Mr. Martin Ma shared taskforce and comments for 

national standards, and exchanged with all participants. AICM taskforce hoped to build up connection and improve 

involvements for China national standards formulation. Finally, both sides believed that the group discussions are good 

for standard improvement.  

AICM 拜访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AICM 润滑油和燃油小组拜访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张建荣副总工出席会议

并参与讨论。AICM 小组成员代表王群，马斌和霍立彬参加此次拜访。 

会议首先有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经理霍立彬介绍了协会概况以及其润滑油和燃油小组工作情况。然后由小组

成员马斌先生分享了小组对现行部分国标的反馈和意见，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关注和积极讨论。同时协会小组也

表达了参与中国润滑油标准建设的愿望和机制。最后，与会双方均表示这样的交流对标准的建设大有裨益。随着

初步关系的建立，希望互相的沟通合作能进一步得到加强。 

 

37. AICM Visited Vice Head Mr. Zhutian Wang of CFSA  

On Oct. 26th, 2016, AICM visited CFSA in Beijing. Mr. Zhutian Wang, Vice head of CFSA and Ms. Lei Zhu, secretary 

general, attended this meeting. 9 representatives from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is visit. 

 

Dr. Sam Bian, as AICM IPAC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hair, introduced industrial concerns of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proposed to cooperate with CFSA for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and training. Mr. Zhutian Wang welcomed AICM visit, 

and exchanged with AICM delegation on the concerned topics.  

AICM 拜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王竹天副主任 

2016 年 9 月 29 日上午，AICM 在北京拜访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王竹天副主任，标委会秘书处朱蕾博

士也出席会见。AICM 会员公司代表共 9 人参加了此次拜访。 

会议首先由 AICM 食品安全分委会主席卞华松博士介绍了近一段时间行业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并表示将全

力配合中心标准解读和培训方面的工作。王竹天副主任欢迎协会来访，并就协会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表示将

根据行业意见仔细研究，争取能解决行业问题，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38.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Workshop in Shanghai 

On Sep. 30th, 2016, IPAC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sub-committee 

meeting in Shanghai. Director of Cosmetics Department of CFDA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gave the regulatory updates on cosmetics 

raw materials management.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to exchange 

on the recent updates of cosmetics raw materials management and 

address the most concerned topics on polymers, validation test,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and alternative toxicology issues, etc. About 

40 representatives from 30 members attended the event and joined 

the discussion. Mr. ZHAO, Yu well introduced the purpose of 

sub-committee meeting and chaired the meeting.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研讨会 

2016 年 9 月 30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研讨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注册司戚柳彬处长到会并就最新进展与与会代表进行沟通。本次会议旨在

对最新的化妆品及原料管理的法规进行梳理并就会员公司普遍关注的涉及聚合物、验证试验、注册要求及替代毒

理学等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共有近 30 个会员公司的近 40 位行业代表和专家到会并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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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ICM Visited China Chemical Safety Association 

On Oct. 26th, 2016, AICM visited China Chemical Safety Association. Ms. Zheng Su, the director of standard and policy 

department, attended this meeting. M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joined in this visit. Together with Mr. Bill 

ZHOU, IPAC Site HSE sub-committee chair and Mr. Xiaoyang DING, RC process safety sub-committee core member 

also attended. 

 

Mr. Bill Zhou introduced IPAC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and Mr. Xiaoyang Ding introduced RC structure and concerns. 

AICM exchanged opinions on HAZOP analysis standard with all participants. Ms. Zheng Su warmly welcomed AICM visit, 

and introduced CCSA standard and policy department scope and work plan. Both sides wish for a cooperation on 

proactive exchange on standards. AICM hope industria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will support the practical national 

standard development via the cooperation.  

AICM 拜访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2016 年 10 月 26 日，AICM 在北京拜访了中国化学品安全协

会。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苏峥主任出席会议。AICM 执行董事马

一兵女士参加此次拜访。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厂区 HSE 分委会

主席周纪标，责任关怀委员会过程工艺管理分委会核心成员丁晓

阳一同参加此次拜访。 

会议首先由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厂区 HSE 分委会主席周纪

标先生介绍了 IPAC 架构和主要工作，丁晓阳先生介绍了责任关

怀委员会的主要结构和关心话题，并对关心的 HAZOP 分析相关

标准进行了反馈。苏峥主任对 AICM 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标准政策部的主要工作范

围和制定计划。双方均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加强合作，对标准制定计划、标准征求意见方面积极沟通，希望行业

的经验能推动和帮助国家标准的制修订。 

 

40.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Regulations and Database Workshop 

On Nov. 8th, 2016,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Regulations and 

Database Workshop” in Shanghai. More than 40 

representatives attend this event and joined in the 

discussions. 

    Mr. Brooks Yu, as deputy chair of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attended the workshop and 

gave opening speech. The workshop was chaired by Mr. 

Sharp Tan, chair of Automobile Application 

sub-committee under IPAC. Three experts from CATARC 

were invited to make lectures on China ELV and VOCs regulations updated, service condition of CAMDS and AMASS, 

and deeply exchanged with representatives. On behalf of raw materials producers, AICM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related 

regulations on automobile application field, and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CATARC so a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platform and service. 

AICM 成功举办 2016 汽车应用材料法规与数据库研讨会 

2016年11月8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2016年汽车应用法规及数据

库研讨会”。共有40多名会员公司代表参加会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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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出席并致开幕辞，欢迎专家来宾和介绍此次会议

意义。会议由汽车应用分委会主席谭业超先生主持。大会邀请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的两位专家为

会员公司深入解读中国ELV、VOC等法规制修订进展和CAMDS、AMASS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并与代表们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AICM代表原材料生产商密切关注汽车应用领域原材料相关法规，并持续与CATARC的保持交流和互动，

为会员公司提供更优质有效的服务和平台。 

 

41.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Round-table meeting on GHS Classifications 

On Nov. 16th, 2016,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round-table meeting on GHS classifications. Experts from SAWS-NRCC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gave the regulatory 

updates on classification issues.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to exchange on the classification difficulties and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members. About 

20 representatives from 20 

members joined the relevant 

discussion. Ms. Sandy MA 

well introduced the purpose 

of sub-committee meeting 

and chaired the meeting. As a 

follow up action, the 

sub-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SAWS-NRCC for 

a further sound working 

principle and data or 

information submission for GHS classifications, etc.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GHS分类座谈会 

2016 年 11月 16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成功举办“GHS 座谈

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专家到会并就最新进展与代表进行沟通。本次会议旨在对目前

会员公司普遍关注的危害性分类问题及热点话题进行沟通，共有 20 个会员公司的行业代表到会并参与了讨论。分

委会 GHS 工作组组长马书霞女士主持会议。分委会后续将与中心专家一起就目录中有关 GHS分类的工作原则及数

据提交信息等方面展开多方面合作。 

 

42.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Workshop on Chemical Management 

On Nov. 17th, 2016,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workshop on chemical management. Experts from SAWS-NRCC 

and MEP-SCC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gave the regulatory 

updates on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to exchange on the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s, GHS classification issues, and update of 

guidance revision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and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members. About 80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40 members joined meeting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M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well acknowledged the 

great efforts of members for the promotion of a sound, science 

and risk based chemical management. Ms. Bing, WANG, I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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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 well introduced the purpose of workshop and delivered the concerns of members. Mr. Xie Dong, Chair of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Ms. Eva WAN, Chair of New Chemical and Toxic Chemical Sub-committee, 

chaired the two sessions, summarized the previous activities in 2016 and introduced the priorities and work plans in 

2017. To accomplish the goal of easy notification procedure, reduce the workload, and improve the cost efficiency, core 

team made contributive roles during the policy development.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学品管理研讨会 

2016 年 11月 17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成功举办“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化学品管理研讨会”。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和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有关专家到会并就最新进展及指南执

行层面与代表进行沟通。本次会议旨在对目前会员公司普遍关注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立法进展、危害性分类问题

及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修订进展及热点话题进行沟通，共有 40多个会员公司近 80位行业代表到会并参与了讨论。 

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对会员积极推动科学、合理及风险防控基础上的化学品管理法规修订给予了充分的

认可。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王冰女士介绍了研讨会的目的，并就会员公司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重点介绍。

危险化学品管理分委会主席谢栋先生及新化学物质及有毒化学品管理分委会万文君女士分别主持此次会议，对

2016 年分委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 2017 年的工作计划及重点关注。为简化申报流程、减少管理机构及行业

双重负担，提高成本效益，核心团队在法规修订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43.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Sit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Workshop 

On Nov. 29th, 2016,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6 Site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Workshop in 

Shanghai. 40 representatives from member companies are 

joined in the event and discussions. 

 

Ms. Bing Wang, chair of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attended this event and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Yang Cao and Bill Zhou chaired respectively morning and 

afternoon, as Site HSE sub-committee co-chairs. The 

workshop invited four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government 

and EHS fields to give keynote lectures and in-depth 

interpreted on four concerns, including EHS staff role in accident investigation, new project approving an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license, Shangh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China contaminated land remediation policy. As the 

event is targeted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AICM served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between member companies and policy 

makers, and further promoted quality. 

 

AICM 成功举办 2016 厂区环境、健康与安全法规研讨会 

2016年11月29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2015年环境与健康法规研讨会”。

共有来自会员公司的4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和讨论。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王冰女士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辞，并简要介绍了协会情况和此

次会议的意义。大会分上下午两个半场，分别由厂区 HSE 分委会主席曹阳先生和周纪标先生主持会议。大会邀请

了中国环科院固体所王琪所长等四位环境和健康领域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就会员公司关心的危险废物鉴别及其

污染控制、工业场所有害职业接触限值、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上海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四个

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与会员公司代表热烈讨论。此次研讨会紧贴会员公司实际工作需求，针对性和实用性

强，为会员公司与政策制定专家学者搭建充分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从而提升协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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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ICM Organized Round-table Meeting on Dangerous Goods 

On Nov. 17th, 2016,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round-table meeting on management of dangerous goods. Expert 

from MOT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gave the regulatory updates on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s.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ngerous goods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implement the 

exemption system for limited quantity and excepted quantity DG, requirements on road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olicit 

comments from members on current draft standards of JT617. 

Ms. Sally LI, task force leader of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haired the meeting and 

address concerns of members. About 40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30 members joined meeting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座

谈会 

2016年 11月30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成功举办“产

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座谈会”。交通运输部

有关专家到会并就最新进展及执行层面与代表进行沟通。本

次会议旨在对目前会员公司普遍关注的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

物的管理要求进行澄清、有限数量及例外数量标准的具体执行层面如何豁免进行讨论、并对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

道路运输方面的相关标准（JT617））进行征询意见。危险化学品分委会工作组组长李绍霞女士主持此次会议，并

就会员关注进行了沟通，共有 30多个会员公司的行业代表到会并参与了讨论。 

 

45. AICM was Invited to the Panel Review Meeting on Working Manual of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On Nov. 30th, 2016, AICM, as invited by SAWS-NRCC, joined the panel review meeting on Working Manual of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Together with panel experts, the draft of working manual was reviewed at 

meeting, Delegation of AICM presented the members concerns on behalf of members especially for clarification of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goods during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To easy the 

understandings of industry and local bureaus, the working manual shall be more friendly and specified as suggested by 

the panel experts.  

AICM 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邀请参加<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工作手册审定会议 

2016 年 11 月 30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邀请在京参加《危

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工作手册的专家审定工作会。AICM 代表和与会专家一起就目前的工作手册草稿进行讨论，

并就会员关注如危险化学品及危险货物在储运等方面的法规要求进行澄清。应与会专家推荐，为了方便行业及基

层管理人员进行理解，工作手册将会更友好和细致。 

 

46. AICM Successfully Signed a MOU with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s Laboratories on Nov. 30th, 2016 

On Nov. 30th, 2016, AICM successfully signed a MOU with state key food contact materials laboratories in Suzhou. Dr. 

Jianguo Zheng, Director of Guangzhou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echnology Center (IQTC) and Mr. Lijun Tang, Deputy 

Director of Changzhou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DPTC), attended this ceremony and introduced their 

respective CIQ and laboratory. Mr. Jan Kreibaum, AICM board member and President of greater China and South Korea 

of Clariant, made a speech representing AICM. IQTC Mr. Macro Zhong and Mr. Junfeng Liu. Ms. Bing Wang, as IPAC chair, 

introduced IPAC scope,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Mr. Sam Bian,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hair, led the discussion on 

structural cooperation and work plan in the future. Member representative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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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nesse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MOU.  

The cooperation will focus on Chinese new food contact 

standard(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training, Chinese 

food contact compliance declaration letter and etc.  

AICM与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6 年 11 月 30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与国家食

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在苏州签署双方合作备忘录，并对

下一步双方合作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郑建国主任，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汤礼军副局

长分别致辞。国家食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广东、常州）

的钟怀宁主任、刘君峰主任分别介绍了各自实验室的工作

情况。AICM 董事会成员严凯鹏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产业

政策促进委员主席王冰女士介绍了委员会的结构和活动情况，食品安全分委会主席卞华松先生对今后的合作意向

以及工作计划向与会领导和人员进行了汇报。分委会核心成员代表也出席仪式并见证。 

会议上，双方对今后合作的主要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基本达成一致。双方将重点致力于中国新食品接触材料

安全标准的科学解读和宣贯，合规性声明的倡导，相关技术问题的研讨和解决方案，热点问题的科学支撑，继续

加强法规符合性，配合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47. AICM Participated in 27th Annual Global Meeting on Plastics & Sustainability in Hanoi on Dec.7-9, 2016 

On Dec. 7-9, 2016, AICM participated the 27th global annual meeting on plastics & sustainability in Hanoi. Almost 50 

association and company representatives joined in 

this meet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China, 

Japan, India, Thailand, Vietnam, Malaysia, Myanmar,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o 

on. M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and Mr. 

Libin Huo, IPAC manager, attended.  

The meeting mainly discussed 3 theme, 

plastics waste management and solutions, marine 

litter solutions, plastics and sustainability advocacy. 

Every nations and regions representatives shared 

their works,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together.  

AICM参加第27届全球塑料与可持续发展年会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第 27 届全球塑料与可持续发展年会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此次年会共有来自美国、

欧洲、中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缅甸、菲律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几位协会和公司代表参加。AICM 执行董事马一兵女士和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经理霍立彬先生代表参加。会议主要

就全球塑料废物管理和解决方案，海洋垃圾以及塑料和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倡导宣传进行了主题研讨。各国家和地

区代表分享了目前各国的进展和经验，并就各国情况进行研讨，以期能在各国好的做法基础上探讨出更优解决方

案。 

 

48.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Emission Trade System Sub-Committee Meeting  

On Dec. 9th, 2016, IPAC of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Emission Trade System Sub-committee meeting in Shanghai.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for updates sharing on the program and interpret ETS from legal aspect. Mr. CHEN, Liang 

from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of ETS and Mr. WANG, Guofei from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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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exchanged with 

industry participants. About 30 

representatives from members joined in 

the discussion. Ms. Isel LONG, task force 

leader, chaired the meeting and 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emission trading 

activities at national level. The key 

concerns of sub-committee were well 

exchanged at meeting.  

AICM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碳排

放分委会会议 

2016 年 12 月 9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

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

办碳排放分委会会议。本次会议旨在沟通国家层面及各试点城市碳排放的进展，并从法律法规建设的角度阐释目

前碳排放交易。来自全国碳排放标委会陈亮主任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国飞博士到会并和来自会员公司的近 30 位

工业界代表进行沟通并就热点话题进行沟通。碳排放分委会工作组组长龙凤女士主持了此次会议及相关的讨论。 

 

49. AICM Visited Automotive Data Center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On Dec. 12th, 2o16, AICM visited Automotive Data Center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in 

Beijing. Ms. Yanmin Jia, Mr Meng Wu and 3 colleagues from CATARC 

attended this meeting. Mr. Sharp TAN, IPAC automobile application 

sub-committee chair, and Mr. Libin HUO, IPAC manager, joined in this 

meeting. 

 

Mr. Sharp Tan shared OEMs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upplier and 

AMASS database management opinions, and exchanged views with 

CATARC colleagues. Ms. Yanmin Jia thanks AICM efforts for supply chain 

compliance, and emphasized that CATARC will promote AMASS 

application in OEMs level. She welcomed AICM provide industry inputs in 

future. Meanwhile, both sides discussed cooperation details on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technical forum in 

2017. 

 

AICM 拜访中国汽车数据研究中心数据资源中心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下午，AICM 汽车材料分委会在北京拜访了中国汽车数据研究中心数据资源中心。数据资源

中心贾彦敏老师，吴蒙老师以及其他同事参加会议，AICM 汽车材料分委会主席谭业操参加此次拜访。 

会议上谭业操主席分享了目前整车厂对上游厂商法规的要求，以及 AMASS 数据库管理的想法，并与数据资源

中心老师进行讨论。贾彦敏老师表示，非常感谢协会在产业链中对法规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强调数据中心将在明

年加强对 AMASS 数据库在整车厂层面的推广，希望协会及会员公司能在今后工作中继续提供建议和帮助。此外，

双方就明年车用技术材料论坛的合作形式和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 

 

50. Key Work Plans in 2017 were Developed at IPAC Working Meeting 

On Dec. 13, 2016, IPAC of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IPAC leaders working meeting in Beijing. Board Directors of Mr. 

Segawa Taku and Mr. Jan Kreibaum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heard the report of IPAC leadership on th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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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work plans in 2017. M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join the working meeting and 

acknowledged the great inputs of IPAC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risk based policy. The general scheme of 

decision making was well introduced at meeting to all 

leaders. Ms. Bing WANG, IPAC Chair, appreciated for 

great supports of Mr. Brooks YU for his remarkable 

inputs during the past years. IPAC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stake holders for the technical inputs on the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food safety related 

standards by introduction of global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工作会制定2017工作计划 

2016 年 12 月 13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工作会，并指定 2017 年工作

计划。 协会理事会成员濑川拓先生及严凯鹏先生参加此次会议并听取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

女士到会并就委员会在倡导科学和风险防控基础上的法规体系的制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产业

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自 2017 年初将离任， 王冰女士对郁建先生多年来所给予的各委员会的支持表示

感谢。 委员会也将继续通过借鉴国际上的法规和实操经验，为推动科学的化学品管理体系及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制

定提供技术支持。 

 

51. AICM and CAEP Successfully Organized Workshop on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2016 

On Dec. 14, 2016, IPAC of AICM and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joint 

Workshop on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in Beijing. Board Directors of Mr. Segawa Taku and Mr. Jan 

Kreibaum, and Ms. Beryl MA attended the meeting. Ms. Bing WANG, IPAC Chair and Mr. GE, Chazhong,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of CAEP chaired the meeting.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to hear more from key stake holders for VOCs Control, Pollutant Emission Permit, and key 

industry polic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ee if any technical inputs shall be needed from industry and promote 

regulatory compliance of multinational chemical companies.  

 

AICM与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共同举办2016化工行业环境保护政策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14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

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与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研究院

在北京成功举办化工行业环境保护政策研讨会。协

会理事会成员濑川拓先生及严凯鹏先生、协会执行

理事马一兵女士到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王冰女

士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葛察忠主任

主持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拟就”十三五”期间 VOCs 总量减排要

求、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进展及重大环境保护政

策制定与各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以期借助桥梁作

用，进一步提供来自跨国公司的技术支持，促进法

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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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AICM and MEP-SCC Reviewed Results of Cooperation and Expected More Collaborating Activities in 2017 

On Dec. 14, 2016, AICM delegation, led by Board Director, Mr. Segawa Taku, visited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Center of MEP (MEP-SCC). Both parties reviewed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year. There shall be more collaborating activities in 2017.  

 

Mr. Segawa Taku firstly congratul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special committee, 

led by Director LING, Jiang of MEP-SCC. More relevant activities shall be expected to be organized at committee level. 

Director LING welcomed the visit of AICM delegation and appreciated the support of AICM. Mr. LING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of special committee on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key work plans in 2017. Both parties 

deeply discus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Ms. DING, Qiong, Chief 

Engineer and Director 

Assistant Mr. GAO, Yingxin of MEP-SCC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Ms. WANG, Bing, IPAC Chair and relevant 

sub-committee chairs joined the visit and relevant discussions.  

AICM与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就一年来的合作成果及今后的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2016 年 12 月 14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12 月 14 日，AICM 理事会成员濑川拓先生等一行 7 人到环保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访问，双方就一年来的合作成果及今后的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濑川拓先生首先祝贺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希望在原有合作渠道基础上，依托专业委员会更

多地参与相关活动。凌江主任对 AICM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充分肯定了双方的合作成效。凌江主任介绍了化学品

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成立情况和近期的工作重点。双方就国内外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技术及未来发展

等合作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 

    丁琼总工、高映新主任助理及相关部门同志参加了会议。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王冰女士及分委会相关负责

同事参加了相关内容的讨论。  

 

53.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Meeting in Shanghai 

On Dec. 20th, 2016, IPAC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sub-committee 

meeting in Shanghai. As a follow up action from last sub-committee meeting, it was intended to review the draft 

proposal of polymer related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of cosmetics ingredients of polymer related and hear more from 

members for concerns.  

 

Mr. Brooks Yu, IPAC deputy chair,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made a speech. Mr. ZHAO, Yu well introduced the purpose 

of sub-committee meeting and chaired the meeting.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of industry with officials 

and technical experts,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分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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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月 20 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分委会会

议”。作为分委会上次会议的后续计划，本次会议旨在对就聚合物相关化妆品新原料注册相关要求的建议进行讨

论并就会员公司普遍关注进行沟通。共有近 20 个会员公司的 20 余位行业代表和专家到会并参与了讨论。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郁建先生到会并致辞。分委会主席赵宇博士介绍此次会议的目的并主持此次会议。

协会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

法规和标准体系。 

 

54. AICM Participated in Experts Panel Meeting of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of Paint and Pigment for 

Standardization 

On Dec. 12th, 2o16, Experts Panel Meeting of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of Paint and Pigment For Standardization 

was held in Changzhou for discussion on Green Products Assessment Coating Products. Mr. Danhof Lee, as AICM IPAC 

coating sub-committee chair, attended this meeting.  

 

Mr. Ying Tang, as committee secretary general, hosted this meeting. The meeting introduced standard background and 

mission, China green coating regulation updates. All participants discussed and provided opinions on product 

classification, clean production, safety and harmful substance limit, and next step enterprise survey. 

AICM受邀参加全国涂料与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20 日，全国涂料与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常州召开“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产品”国家标准草案

专家研讨会。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涂料分委会主席代表协会参加。 

    会议由标委会秘书长唐英主持，主要介绍了该标准科研项目背景和任务，以及目前我国绿色涂料标准法规进

展。与会人员就该标准的产品分类，清洁生产，安全和有害物质限量等进行热烈讨论，并对下一步企业调研进行

了规划和探讨。 

 

55. AICM Visited HSE Department of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Information Center 

On Dec. 21st, 2016, AICM visited HSE Department of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Information Center in Beijing. The department 

director Mr. Wu Wang and Editor-in-chief Mr. Houyun Zhou 

attended this meeting. Ms. Ann HO, IPAC director, and Mr. Libin 

Huo, IPAC manager, all joined in this visit.  

 

Mr. Wu Wang introduced center status and department structure, 

and Mr. Zhidong Fang introduced department scope and work in 

progress. Mr. Houyun Zhou and Ms. Juanling Zhang summarized 

2016 EHS database management, and improve. Both sides enhanced cooperation on database maintenance, 

regulations sharing and activities for providing better service to industry. 

AICM拜访中国化工信息中心HSE事业部 

2016 年 12 月 21 日，AICM 拜访了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HSE 事业部。HSE 事业部部长王武，主编周厚云等同事

参加会议，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总监何燕女士，经理霍立彬先生参加此次拜访。 

    会议首先由 HSE 事业部部长王武同志介绍了中心及事业部的基本情况，HSE 事业部房志东介绍了事业部的业

务范围和最新工作进展，周厚云主编和张娟玲对 2016 年度 EHS 法规数据库管理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将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改进。双方一致表示，在此前多年合作的基础上今后在数据库维护和管理、法规信息分享、会议活动

中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为行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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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 IPAC Key Regulations/Standards_ 2016  

重大法律、法规、标准汇总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ssued 

Date/Implementation

发布/执行日期 

Related 

Sub-committee 

分委会 

I Industry Policy/Regulations/Standards 产业政策相关 
   

1 

The Letter to solicit the comments on Identification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of Major Hazards 

（Draft）关于征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Link: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detail.php?oneid=24243.  

SAWS May 30th, 2016 IPAC 

2 

NDRC and MEP jointly issued Clean Production Audit Rules  

发改委和环保部联合发布《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第 38 号令）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605/t20160519_802228.html 

NDRC and MEP May 16th, 2016 IPAC 

3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 12 月初成立，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

学品管理技术中心设秘书处，中心主任凌江任主任委员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was established under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irector LING, Jiang was nominated as Chairman of Committee. 

Link: http://www.mepscc.cn/tabid/375/InfoID/2257/frtid/70/Default.aspx 

MEP-SCC Dec. 9th, 2016 IPAC 

II Hazardous Chemical Related 危险化学品及危险货物相关 
   

1 

AQSIQ Decree No. [2015]165, Adjustment to the Catalogue of Import & Export Commodity 

Which Need Inspection & Quarantine (CIQ)(issued on Dec. 29th, 2015 and implemented on Feb. 

1st, 41 dangerous chemicals were listed and subjected to legal test and inspection.  

AQSIQ & Customs Feb. 1st,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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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ssued 

Date/Implementation

发布/执行日期 

Related 

Sub-committee 

分委会 

一、取消海关商品编号 2201901900（其他天然水）的进/出境检验检疫监管要求“A/B”，不

再实施进/出口检验检疫。上述调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二、将涉及复合橡胶的 4005100000、4005200000、4005910000、4005990000 等 4 个海关商

品编号增设进境检验检疫监管要求“A”，按照《复合橡胶通用技术规范》（GB/T31357-2014）

有关标准，实施进境检验检疫。上述调整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三、将涉及危险化学品的萘、砷、锂等 41 个海关商品编号增设进/出境检验检疫监管要求

“A/B”，实施进出境检验检疫。上述调整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四、结合 2016 年海关商品编号调整情况，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

商品目录》内编码进行了对应调整。外贸企业可登陆国家质检总局网站（www.aqsiq.gov.cn）

“信息公开”栏目，查询《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 

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的进出境商品，须经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监管，进出口商品收/发货人或代理人须持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和《出境货物通关单》向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 

附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调整表 

Link：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5/201601/t20160104_457682.htm 

2 

MOT Issued Suggestions on Safety Supervisions on Hazardous Chemicals to Implemen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交通运输部关于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要求加强危险化学品港口作业

安全监管的若干意见 

MOT Jan. 28,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3 

SAWS just issued one notice on the feedback to an inquiry from local safety bureau regarding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new type of fuel. Please kindly find below for your reference.  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新型燃料油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复函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330/2016/0311/265876/content_2

65876.htm.  

SAWS March 15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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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ssued 

Date/Implementation

发布/执行日期 

Related 

Sub-committee 

分委会 

4 

shanghai Safety Bureau issued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to be Prohibited, 

Restricted and Controlled (Third Batch, First Version), the intended timeline is by March 31, 2016 

关于征求《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三批第一版）（征求意见稿）修

改意见的函,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截止日期 3 月 31 日。 

http://www.shsafety.gov.cn/article/conterDisplay.htm?articleId=1064880&columnId=1000134&

pid=1000145 

Shanghai Safety 

Bureau 
March 17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5 

Shanghai Safety Bureau Issued the Working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Trial Guidance to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Version 沪安监危化 2016-8 关于贯彻落实《危险化学

品目录（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有关事项的通知 

Shanghai Safety 

Bureau 
March 17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6 

MOT issued notice on a revised Regulation of Road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交通运

输部关于修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36 号）

http://www.mot.gov.cn/jiaotongyaowen/201604/t20160427_2019248.html 

MOT 
Implemented since 

April  11,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7 
Shanghai City is Currently Soliciting Comments on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 
Shanghai City 

April 29th, Final 

Submission of 

Comments by May 

28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8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is currently soliciting comments on r Packaging—Tactile 

warnings of danger—Requirements (GB/T xxxx-xxxx) 国家危险化学品标委会就《包装 触摸危

险标识 要求》进行意见反馈 截止日期 6 月 1 日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By June 1,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9 
Circulating draft position developed by Hazardous Chemicals_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Requirements with AQSIQ 

Developed by 

IPAC 

By May 5th, 2016 

(17:00pm)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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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ssued 

Date/Implementation

发布/执行日期 

Related 

Sub-committee 

分委会 

10 

Regulations on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ation at Civil Aviation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42 号）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zcfgs/201605/t20160519_2030372.html 

MOT May 14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11 

The dangerous goods road transport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draf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MOT, SAWS, AQSIQ, MIIT, Ministry of Safety, etc.  for public comments  by July 

28th, 2016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工信部、环保部、安监总局、质监总局联合起草了《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截止日期 7 月 28 日，

http://www.moc.gov.cn/yijianzhengji/201606/t20160628_2051774.html 

 State Council June 28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12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is currently solicit comments to revise the 12 

National GB Standards including storage requirements o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operation 

parameters, please go to the link and voice out then. 国家标准委决定对《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枪及其辅助装置安全技术条件》等 12 项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

见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9 日。请登录国家标准委网站的计划公示网页

http://ballot.sacinfo.org.cn:8080/stdpub/index?bId=242 

SAC By July 19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13 
SAWS issued the Survey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to solicit comments from industry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成立调研组对《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具体关注进行行业调研 
SAWS 12-Aug-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14 

MOT solicits comments on Regulation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Dangerous Goods at Port 

（Draft）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征求《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 

Link：http://www.moc.gov.cn/yijianzhengji/201609/t20160905_2083979.html 

MOT By Sep. 14,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15 

Shanghai Government Issued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rs on Hazardous Chemicals (No. 44,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44 号）Link：

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xxgkml/zcfg/dffggz/28904.htm 

Shanghai 

Government 

Issued on August, 29th, 

2016 and to be 

implemented since Jan. 

1, 2017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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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OT Solicits Comments on Road Transportation Rules of Dangerous Goods by Dec. 31, 

2016. 关于征求《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dlyss/201611/t20161111_2111791.html 

MOT By Dec. 31,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17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0 号）的有关规定，

现对首批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机构予以公告，有效期为自公告之日起 3 年。SAWS just 

issued the first batch of certified testing institution for identification of physical-chemicals 

hazards (NO. 60th, SAWS). Link：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492/2016/1124/278919/content_2

78919.htm  

SAWS 
Nov. 24， 2016  for 

three years.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1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6〕88 号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notice of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to 

management over the safety of hazardous chemicals【2016】 

Link：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6/content_5143965.htm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Dec. 6th, 2016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III New Chemical &Toxic Chemical Related 新化学物质及有毒化学品管理 
   

1 

MEP just announced that 31 substances were qualified to be included into IECSC according to 

documentation of No. 123 of MEP 2010. Please find below for your reference. The substances 

will be subjected to the requirements as existing substances then. 关于增补《中国现有化学物

质名录》的公告：根据《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通知》（环办〔2010〕

123 号）相关要求，我部组织对部分已登记新化学物质进行了审查，现将 31 种符合要求的

已登记新化学物质增补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上述已登记新化学物质列入《中

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后，按现有化学物质管理。特此公告。 附件：31 种符合要求的已登

记新化学物环境保护部 2016 年 3 月 8 日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6 年 3 月 10 日印发  

Link: http://www.mep.gov.cn/gkml/hbb/bgg/201603/t20160315_332884.htm .  

MEP March 8th, 2016 

New Chemical and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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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P Solicit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Draft for Comments, Oct. 26th) 环保部就《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进行再次

征求意见（10 月 26 日版本） 

MEP Oct. 26,2016 

New Chemical and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IV  Site HSE Related  环境、健康与安全 
   

1 
Shangh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5/nw18454/u21aw1127952.html 
SH EPB May 13th, 2016 Site HSE 

2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Soil Pollution Control Action Plan on May 31 国务院 5 月 31 日印发《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31/content_5078377.htm 

The State Council May 31st, 2016 Site HSE 

3 

SAWS solicit the comments on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Amendment. 

（Draft）关于公开征求《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shj.mep.gov.cn/zhgl/201606/t20160612_354383.shtml 

MEP June 24th, 2016  site HSE 

4 
National Hazardous Waste List《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环保部 第 39 号令) 

http://www.mep.gov.cn/gkml/hbb/bl/201606/t20160621_354852.htm 
MEP 

Issued by June 14, 2016 

Effected on August 1, 

2016 

IPAC site HSE 

5 
National Hazardous Waste List supporting document《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解读

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1606/t20160621_354849.htm 
MEP Issued by June 21, 2016 IPAC site HSE 

6 

Comments on HAZOP 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xamination guideline 关于《HAZOP 分析

质量控制与审查导则》等四项标准的征求意见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detail.php? oneid=25304 

CCSA Sep. 10th, 2016 Site 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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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EP solicit comments on proj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registration form for the record 

method (trial)关于公开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函 http://hps.mep.gov.cn/jsxm/gldt/201609/t20160914_364130.shtml 

MEP 2016.10.14 Site HSE 

8 

NHFPC issued 6 national occupational health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diagnosis of occupational 

acute acrylonitrile poisoning 关于发布《职业性急性丙烯腈中毒的诊断》等 6 项国家职业卫

生行业标准的通告

http://www.nhfpc.gov.cn/fzs/s7852d/201609/6e06532a47994d8fb22354142fe5ea71.shtml 

NHFPC 2016.9.12 Site HSE 

9 

MEP solicit comments on two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by Nov. 23 关于公开

征求《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trhj.mep.gov.cn/trhjgl/201611/t20161108_367094.shtml 

MEP Dec. 6th, 2016 Site HSE 

10 

MEP solicit comments on List of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及编制说明

http://hps.mep.gov.cn/jsxm/gldt/201611/t20161123_368099.shtml 

MEP Dec. 23th, 2016 Site HSE 

11 

MEP solicit on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hazardous wast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guidelines 关于征求《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www.mep.gov.cn/gkml/hbb/bgth/201612/t20161221_369357.htm 

MEP Jan, 20th, 2017 Site HSE 

V Emission Trade System 碳排放交易 
   

1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just issued a notice that 

enterprises that shall conduct the verification and the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s information 

report including quota report in 2015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2015 年度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核查和配额清缴履约相关工作

的通知 附件 1：2015 年度控排企业、报告企业名单 附件 2：广东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

报告指南（2014 版） 附件 3：广东省企业碳排放核查规范（2014 版）

GDDPC Feb. 18th, 2016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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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ddpc.gov.cn/zwgk/tzgg/zxtz/201602/t20160218_348297.html 

2 

SHRDC issued the "Shanghai carbon trading list included in the quota management units (2016 

edition) 关于印发《上海市碳排放交易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名单（2016 版）》的通知

http://www.shdrc.gov.cn/gk/xxgkml/zcwj/zgjjl/23039.htm 

SHDRC Feb. 22, 2016 ETS 

3 

Supplementation Notice for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carbon on emissions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inspection specifications 关于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和核查规范有

关补充说明的通知 

http://www.tanpaifang.com/zhengcefagui/2016/022950961.html 

Guangdong Low 

carbon 
Feb. 29th, 2016 ETS 

4 

Enterprises in 2015 pilot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ty's carbon trading carbon emissions report on 

its work 关于开展本市碳交易试点企业 2015 年度碳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 

http://www.shdrc.gov.cn/xxgk/cxxxgk/23182.htm 

SHDRC March 7th, 2016 ETS 

5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issued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analysis of Guangdong province (2014-2015)" 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发布《广东

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分析报告（2014-2015）》  

附件 1：中文版-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分析报告（2014-2015） 

附件 2：英文版-Guangdong Pilot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Report（2014-2015）

http://www.gdlowcarbon.gov.cn/dtgz/tjy/tpfqjysd/201603/t20160313_350027.html 

Climate Change in 

Guangdong 
March 13, 2016 ETS 

6 

About for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relevant accounting regulations (draft) 

"opinion letter 关于征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函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610/t20161011_2433279.html 

MOF By Nov. 18th, 2016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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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hanghai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ssued Shanghai carbon 

emissions quota allocation scheme 2016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

2016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的通知 http://www.shdrc.gov.cn/xxgk/cxxxgk/24836.htm 

SHDRC Nov. 16th, 2016 ETS 

VI Toxicology, Ecotoxicology, and Risk Assessment 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和风险评估 
   

1 

环保部向 AICM 等行业协会征求关于《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的反

馈 MEP solicits comments from AICM on a Priorized chemical substances for screening: 

working guidance, intended timeline is by Oct. 31, 2016 

MEP Oct. 31. 2016 

Toxicology, 

Eco-toxicology, 

Risk Assessment 

VI Food Safety Related 食品安全相关    

1 

 NHFPC released the notice of 23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 on April 29th 关于氨基甲酸铵等

23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的公告 

http://www.nhfpc.gov.cn/sps/s7890/201604/e99177b7d4394547812f0152fab878c8.shtml 

NHFPC April 29th,2016 Food Safety  

2 
Notice of Food related products experts council supporting member 关于征集食品相关产品专

家委员会协助单位的通知 
AQSIQ May 16th, 2016 Food Safety  

3 
The sixth Member Meeting of China Plastics Processing Association 中国塑料加工协会六届六

次理事扩大会议 
CPCIA May 18th, 2016 Food Safety  

4 
Comments on the letter of 5 new products of food related products by June 13th 监督中心关于

征求甲醛和 2-甲酚的聚合物等 5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意见的函 
NHFPC May 30th, 2016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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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tice of comments on Food Quality Control Premise plan 关于《食品质量控制前提方案》系

列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食管委字〔2016〕4 号 
AQSIQ June 13th, 2016 Food Safety  

6 
CFSA Solicits comment on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关于征求

四[3-(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等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意见 
CFSA  August 1st, 2016 Food Safety  

7 

NHFPC News of transfer work of New Food Raw Materials and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新食

品原料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审批职能顺利移交

http://www.jdzx.net.cn/article/2c90818a4deae652014debca647a0003/2016/7/2c909eaa55858a4

20155ed62d486105f.html 

CFSA July 18th, 2016 Food Safety  

8 
CFSA solicit comments on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 关于征求 N-（羟基乙基）乙二胺三乙酸

三钠等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意见的函 
CFSA Sep. 10th, 2016 Food Safety  

9 

NHFPC issued 243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and 2 modification list 关于发布《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磷酸氢钙》（GB 1886.3-2016）等 243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 2 项标准

修改单的公告

http://www.nhfpc.gov.cn/sps/s7891/201609/62b8437148e142a1849f2eb3411def68.shtml 

NHFPC 2016.9.14 Food Safety 

10 

NHFPC issued 15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solicited comments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征

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等 15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www.nhfpc.gov.cn/zhuzhan/zqyj/201610/d55d7434d582470f9f1f5801c2234ea2.shtml 

NHFPC Nov. 15th, 2016 Food Safety 

11 

The draft of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f Food Safety Law issued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610/20161000481908.shtml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Nov. 19th, 2016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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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FPC issued 53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on Nov. 18th 关于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1-2016）等 53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公告（2016

年第 15 号） 

http://www.nhfpc.gov.cn/sps/s7891/201611/06ed87a09dad4cf6aee48cd89efbef35.shtml 

NHFPC Nov. 18th, 2016 Food Safety 

VII Cosmetics RM Management 化妆品原料管理 
   

1 

The not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o adjust the relevan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and relevant 

permitting items in Shanghai PUDONG district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05/content_5070314.htm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May 5th, 2016 

Cosmetic Raw 

Materials 

2 
Remind: Collecting Use Information of 10 Cosmetics Raw Materials 关于收集 10 个化妆品原料

相关使用资料的通知  http://www.nicpbp.org.cn/CL0831/7829.html 
CFDA Feb. 2016 

Cosmetic Raw 

Materials 

3 

CFDA's notice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Cosmetics (2015 

Edition)总局关于实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有关事宜的公告（2016 年第 108 号）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54563.html 

CFDA May 26th, 2016 
Cosmetic Raw 

Materials 

4 

CFDA's Notice on the Management of Cosmetics' Sunscreen Effect Labelling 总局关于发布防

晒化妆品防晒效果标识管理要求的公告（2016 年第 107 号）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545Noti 62.html 

CFDA May 26th, 2016 
Cosmetic Raw 

Materials 

VIII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Application 电子电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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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tice of China RoHS Training Seminar organized by MIIT  

工信部组织 China RoHS 全国巡回宣贯会 
MIIT May & June, 2016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2 

MIIT issued FAQ of new China RoHS on their website on May 16th 实施《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

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的常见问题答疑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5/n1652858/n1653018/c4777618/content.html 

MIIT May 16th, 2016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3 

MIIT issued SJT 11364-2014 modification list  

工信部公布《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修改单

http://zmhd.miit.gov.cn:8080/opinion/noticedetail.do?method=notice_detail_show&noticeid=1

589 

MIIT Oct. 14th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IX Coating 涂料    

1 15 coating standards work plan from TC5  TC5 标委会 15 项涂料标准制定计划 MIIT 2016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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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Position Papers 建议函汇总 2016 

CONTENTS/目录 

No. 

序

号 

Date  

日期 
Title/建议函名称 

Submitted 

to 呈交政

府部门 

Page 

页码 

1 2016/4/14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Draft for Comments)  AICM 关于《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MOT 49 

2 2016/5/15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on Hazards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Importing Chemicals AICM 关于化学品进口危险性鉴定及危害沟通文件的问题和

建议 

AQSIQ 62 

3 2016/05/20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hangh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Rules 

AICM 关于《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建议和意见 
SH NPC 68 

4 2016/05/28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City (Draft for Comments) AICM 关于《上海市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Shanghai 

Safety 

Bureau 

76 

5 2016/06/28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ajor Hazards Installation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Draft for Comments)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SAWS 87 

6 2016/06/28 

AICM position paper on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关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

建议和意见 

MEP 91 

7 2016/07/25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Draft for Comments) AICM 关于《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MOT 93 

8 2016/08/31 

AICM’s Proposal of Further Simplifying the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WTO Version) 关于简化《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

(WTO 提案版)的研究报告 

MEP, SCC 102 

9 2016/09/08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Survey List)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调研提纲内容的意见与建议 
SAWS 142 

10 2016/10/26 
AICM Position Paper on HAZOP 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xamination 

guideline AICM 关于《HAZOP 分析质量控制与审查导则》的建议和意见 
SAWS,CCSA 174 

11 2016/10/31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Guidance of Screening and Prioritizing 

Chemical Substance (Draft for Comments) AICM 对《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指南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MEP 182 

12 2016/10/31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to MEP on Draft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AICM 关于征求《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修订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MEP 202 

13 2016/11/14 

AICM position paper on draft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Food Safety Law for 

examination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的

建议 

CFSA 219 



AICM Position Papers 2016 Summary                                         2016 年建议函汇总 

49 
 

No. 1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Summary:  

Name: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Draft for Comment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rkema, Axalata, BASF, Cabot, Covestro, DIC, Dow, Dupont, Evonik, Huntsman, 

Lanxess, Momentive , PPG, Wacker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MOT issued draft for comments on March 30,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March 31, 2016 

Grouped the first T-con on April 5th, 2016 

The Second circulation to members with survey, April 5th, 2016 

Grouped the Second T-con for comments review at sub-committee on April 13th, 2016 

Developed final position by April 14th, 2016 

Intended to be submitted on April 15th, 2016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last version of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was issued in 2013. The two standards “Excep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GB28644.1) ”  and “”Limi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 

(GB28644.2)”, though issued officially, were not adopted by the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So it is not implemented actually at road transportation.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MOT revised the measurers accordingly. This is to solicit comments from the public and intended timeline is April 

15th, 2016.  

 

Summary:  

1. 建议当货物满足 GB28644.1 例外数量、GB28644.2 有限数量的包装和限量要求，托运人可以采用例外数

量、有限数量包装形式托运危险货物（剧毒化学品、第 1 类爆炸品及第 6 类 6.2 项感染性物质除外） The 

enterprises can consign the dangerous goods (except highly toxic chemicals, Category 1 explosives, and the 6.2 

infectious substances under Category 6) in the packing form of exceptional quantity and limited quantity. 
2. 建议每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毛重不得超过 8000KG The total mass of the dangerous 

goods with limited quantity in each transportation unit shall be no more than 8000kg. 

3. 建议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装，可以豁免《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JT 617）、《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JT 618）的隔离要求。Where the dangerous goods with 

exceptional quantity and limited quantity are in mixed loading with other dangerous goods and ordinary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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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hall comply with the isolation requirements in Rules for the Vehicl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JT 617) 

and Rules for Vehicle Transport, Loading and Unloading Operations of Dangerous Goods (JT 618) 

4. 建议增加：危险货物只有 UN3077 或 UN3082 类对环境有害的危险货物且其包装小于 5 千克或者 5 升。

Suggest dangerous goods with UN3077 and UN3082 with only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meeting 

requirements of less than 5 kg or 5 liters, then these Measures are not applicable to the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special vehicles and containers for the following dangerous good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OT and relevant experts,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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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

议与意见 

 

尊敬的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您好！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各跨国公司也都一直持续关注我们国家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管理办法的修订进展，我们也期待着与贵司密切合作，共同为推动我国危险化学

品的科学管理及有限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2016 年 4 月就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所进行的调整特别是关于《危险货

物例外数量及包装要求》（GB28644.1）、《危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

（GB28644.2）的引用和采纳对整个行业都将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AICM 会同

会员公司对《办法》的相关内容及与其他相关法规的衔接内容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并在此提出我们的考虑和建议，供贵司及专家讨论和参考。 

一、 关于第十四条的修改建议及理由 

第十四条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以及科研、教学、军工等事

业单位，可以采用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包装形式托运危险货物（剧毒化学品、第

1 类爆炸品及第 6 类 6.2 项感染性物质除外） 

建议：第十四条当货物满足 GB28644.1 例外数量、GB28644.2 有限数量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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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和限量要求，托运人可以采用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包装形式托运危险货物（剧

毒化学品、第 1类爆炸品及第 6 类 6.2 项感染性物质除外） 

理由和解释说明： 

1. 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许可范围外的化学品也是危险货物，该行政许可的

范围无法涵盖所有满足条件的危险货物；建议取消危险化学品的概念 

2. 交水发[2009]162 号由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公安部 安全监管总局四部委

发布的农药包装类别为 IIl 类，当包装符合要求就可以按照普通货物进行

运输，无行政许可的要求。（交水发[2009]162 号见同名附件 2） 

3. 建议与国际做法保持一致，只要是符合有限数量，例外数量的货物均可以

采用有限数量，例外数量的相应的要求进行托运。 

 

二、关于第十六条的修改建议及理由 

第十六条 每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质量不得超过 1000kg 

建议： 每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毛重不得超过 8000KG 

解释和说明：国际（联合国 UN Model Regulation）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如：

欧洲 ADR法规以及美国的 CFR49 法规）并没有增加对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质量的

限制； 

例如：ADR 的相似规定：没有对每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质

量进行限制，而仅仅对每个运输单元的标志提出了额外的要求。ADR 3.4.13 和

3.4.14 章节中的例子：对于运输 单元载有超过 12 吨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要

求在运输单元前端和后端张贴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标志，但该运输单元同时装有其

他非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时，或者仅张贴危险货物标志，或者危险货物及有限数量

标志同时张贴；对于集装箱载有超过 12 吨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要求在集装

箱四面张贴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标志，但该集装箱元同时装有其他非有限数量危险

货物时，或者仅张贴危险货物标志，或者危险货物及有限数量标志同时张贴。（见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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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第十九条的修改建议及理由 

第十九条 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装，应当

符合《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JT 617）、《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

（JT 618）的隔离要求。 

建议: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装，可以豁

免《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JT 617）、《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

（JT 618）的隔离要求。 

解释和理由：按国标，例外数量豁免除培训和包装标识之外所有的危货运输

规定，有限数量豁免隔离和高危货物的特别安保要求，如果不豁免隔离要求，与

国标及联合国橘皮书冲突，例外有限数量标签是不需要额外标明危险属性和 UN

号的，换言之，承运人和运管不需再去倒查隔离禁忌。如果仍需隔离，等于例外

有限包装仍无法从实际执行中受益，而且不具有可操作性。 

 

四、关于第六十七条的修改建议及理由 

建议增加： 

（八）危险货物只有 UN3077 或 UN3082 类对环境有害的危险货物且其包装

小于 5千克或者 5升。 

解释和理由： 

1.UN3077 和 UN3082 类的货物是对水生环境造成危害，但是道路运输的过程

中，该类的货物进入水生环境的可能比较小。 

2.欧洲 ADR 中特别规定 275中，在道路运输中是满足这种条件可是按照普通

货物运输，且没有总数量的限制。 

3.澳大利亚 ADG 中 3.3.3 中的 AU01， 当包装不超过 400kg 或者中性散装容

器运输，这类的货物按照普通货物进行运输。 

4.日本 UN3077 和 UN3082 类在道路运输时不被视为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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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供参考。 

附件 1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

见 

附件 2 交水发[2009]162 号 

附件 3 ADR 3.4.13 和 3.4.14 章节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4月 14 日 

联系人：何燕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室，邮编：100738 

 

 

 

 

 

 

 

 

 

 

 

 

 

mailto:annho@aic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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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ICM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序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第十四

条 

第十四条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以及科研、

教学、军工等事业单位，可以采

用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包装形式

托运危险货物（剧毒化学品、第

1 类爆炸品及第 6 类 6.2项感染

性物质除外） 

建议 1：第十四条当货

物满足 GB28644.1 例外

数量、GB28644.2 有限

数量的包装和限量要

求，托运人可以采用例

外数量、有限数量包装

形式托运危险货物（剧

毒化学品、第 1 类爆炸

品及第 6 类 6.2 项感染

性物质除外） 

如果第一个建议不接

受： 

建议 2：第十四条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经营或者使用许可

证的企业，以及科研、

教学、军工等企事业单

位，可以采用例外数

量、有限数量包装形式

托运危险货物（剧毒化

学品、第 1类爆炸品及

第 6 类 6.2项感染性物

质除外）。 

提出建议 1 的理由：危险化学品生

产和经营许可范围外的化学品也是

危险货物，该行政许可的范围无法

涵盖所有满足条件的危险货物；建

议取消危险化学品的概念。 

2.交水发[2009]162 号由交通运输

部 农业部 公安部 安全监管总局

四部委发布的农药包装类别为 IIl

类，当包装符合要求就可以按照普

通货物进行运输，无行政许可的要

求。（交水发[2009]162号见同名

附件 2） 

3.建议与国际做法保持一致，只要

是符合有限数量，例外数量的货物

均可以采用有限数量，例外数量的

相应的要求进行托运。 

 

建议 2 的解释说明：如果第一个建

议不接受： 

1.  在流通环节，取得危险化学品

安全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包括仓储

和贸易），也都是经过了安监培训

和备案许可，在实务中也有例外和

有限数量运输需求。科研教学机构

也有企业性质的单位（企业的研发

中心、实验室等）。取得危险化学

品安全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以及科

研、教学、军工等企事业单位应按

第十三条要求进行相关培训，可确

保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货物的安全

运输。 

2.小包装贸易型、试剂类公司，特

需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样品的寄送，

只局限于生产许可证取得企业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经营和使用企业的业

务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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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六

条 

每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

险货物总质量不得超过 1000kg 

建议 1： 每个运输单元

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

物总毛重不得超过

8000KG 

 

建议 2：每个运输单元

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

物总净重不得超过

1000KG 

提出建议 1 的理由：国际（联合国

UNModelRegulation）以及其他国

家或地区（如：欧洲 ADR 法规以及

美国的 CFR49 法规）并没有增加对

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质量的限制； 

例如：ADR 的相似规定：没有对每

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

物总质量进行限制，而仅仅对运输

单元的标志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ADR 3.4.13 和 3.4.14 章节中的例

子：对于所有运输 单元超过 12 吨

并载有有限数量包装危货的，要求

在运输单元前端和后端张贴有限数

量危险货物标志，但该运输单元同

时装有其他危险货物时，则仅张贴

危险货物标志或同时张贴危险货物

标志和有限数量标志；对于集装箱

所有运输单元超过 12 吨并载有有

限数量包装危险货物的，要求在集

装箱四面张贴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标

志，但该集装箱同时装有其他危险

货物时，则仅张贴危险货物标志或

者危险货物及有限数量标志同时张

贴。当每一个运输单元的有限数量

危险货物总毛重都不超过 8 吨时，

豁免以上标志的要求。我们建议采

用非常保守的 8 吨作为限量。（见

附件 3） 

如果建议 1 不能被采纳，请考虑建

议 2：有限数量国标里列明的都是

单个内容器最大充装量，而且有限

数量包装需要外包装以及中间容

器、吸附材料等，总毛重往往远远

大于总净重，ADR 按毛重算是 8 吨

以下，如果中国按 1 吨算，建议是

净重。 

3 
第十六

条  

第十六条  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

包装、标记以及每个内容器或者

物品所装的最大数量、总毛重应

当符合《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

技术条件》（GB12463）、《危

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

（GB28644.2）、《公路运输危

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GB19269）要求。 

建议：第十六条 有限

数量危险货物的包装、

标记以及每个内容器或

者物品所装的最大数

量、包件总毛重应当符

合《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GB12463）、《危险

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

1.加上包件，避免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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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

险货物总质量不得超过 1000kg。 

求》（GB28644.2）、

《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

装检验安全规范》（GB 

19269）要求。 

4 
第十八

条  

第十八条  以有限数量包装形式

托运危险货物的，托运人应当向

承运人提供专业包装检测机构出

具的包装性能测试报告或者出具

满足《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

术条件》（GB 12463）、《危险

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

（GB28644.2）、《公路运输危

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GB19269）包装性能测试的书

面声明并由驾驶人随车携带。 

托运人应当在危险货物托运清单

中注明“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以

及包件的数量、总毛重。 

建议：第十八条  对于

国内生产的包装，以有

限数量包装形式托运危

险货物的，托运人应当

向承运人提供专业包装

检测机构出具的包装性

能测试报告或者出具满

足《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GB12463）、《危险

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

求》（GB28644.2）和

《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

装检验安全规范》

（GB19269）包装性能

测试的书面声明并由驾

驶人随车携带。 

对于进口的货物，以有

限数量包装形式托运危

险货物的，托运人应当

向承运人出具满足《危

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

要求》（GB 28644.2）

和《公路运输危险货物

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GB19269）包装性能

测试的书面声明或符合

IMDG 或 IARA的包装声

明并由驾驶人随车携

带。  

托运人应当在危险货物

托运清单中注明“有限

数量危险货物”以及包

件的数量、总毛重 

 

1.从国外进口有限数量包装，已经

允许有限数量货物运输方式运输进

口到中国，其包装物在国外生产，

建议特别管理。 

5 
第十九

条 

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

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装，

应当符合《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

则》（JT 617）、《汽车运输、

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JT 

618）的隔离要求。 

建议：例外数量、有限

数量危险货物与其他危

险货物、普通货物混

装，可以豁免《汽车危

险货物运输规则》（JT 

617）、《汽车运输、

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

按国标，例外数量豁免除培训和包

装标识之外所有的危货运输规定，

有限数量豁免隔离和高危货物的特

别安保要求，如果不豁免隔离要

求，与国标及联合国橘皮书冲突，

例外有限数量标签是不需要额外标

明危险属性和 UN 号的，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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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JT 618）的隔离

要求。 

承运人和运管不需再去倒查隔离禁

忌。如果仍需隔离，等于例外有限

包装仍无法从实际执行中受益，而

且不可操作。 

6 
第二十

一条  

运输企业运输例外数量、有限数

量危险货物时，豁免其企业资

质、人员资格、专用车辆及其外

观标志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要

求，但应当遵守本章其他规定。 

建议：运输企业运输例

外数量时，豁免其企业

资质、人员资格、专用

车辆及其外观标志有关

危险货物运输的要求；

运输企业运输有限数量

危险货物时，豁免人员

资格、专用车辆及其外

观标志有关危险货物运

输的要求。 

运输企业运输例外数

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

时应当遵守本章其他规

定。 

根据联合国橘皮书、ADR和有限数

量例外数量相关国标，例外数量豁

免了除包装、标识、培训之外的所

有运输环节的要求，视同普货运

输。而有限数量本质上仍然是危险

货物，具有有限的危险性，仅豁免

了隔离以及高危货物的特别安保要

求，结合国内情况，建议只有具有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才可

承运有限数量的危险货物，车辆和

人员可以是危险货物或普货资质。

对于例外数量可全面放开企业资

质、人员和车辆要求。 

7 

第四十

条，第

四十一

条 

第四十条 可移动罐柜、罐箱应

当按照《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

（CSC）、《国际海运危险货物

规则》（IMDG）要求，经过中国

船级社的制造检验及定期检验，

取得中国船级社颁发的检验合格

证书或定期检验报告，并具有相

应的安全合格牌照及标志。 

第四十一条 对在国内临时运营

的国外可移动罐柜、罐箱，应当

经过《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

（CSC）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

规则》（IMDG）规定的制造检验

和定期检验，并具有有效证书或

报告以及相应的牌照和标志。 

建议：可移动罐柜、罐

箱, 包括对在国内临时

运营的国外可移动罐

柜、罐箱应当按照《国

际集装箱安全公约》

（CSC）、《国际海运

危险货物规则》

（IMDG）要求，经过具

有国家或国际认可的检

验机构的制造检验及定

期检验，取得检验合格

证书或定期检验报告，

并具有相应的安全合格

牌照及标志。 

在实际业务中，可移动式罐柜、罐

箱检验标准是一样的，不管是国内

罐还是国内临时运营的国际罐箱，

都是按国际公约，由国际知名的罐

检机构定期检验的，检验取证非常

专业负责，指定唯一检验机构不利

检验服务质量保障。 

8 
第四十

三条 

危险货物驾驶人应当随车携带危

险货物运单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卡 

建议：危险货物驾驶人

应当随车携带危险货物

运单和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安全卡（或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

（SDS）） 

符合国家标准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ＳＤＳ）涵盖了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卡所有信息 

9 
第四十

八条 

第四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会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划定限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

建议：第四十八条 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

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

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办法》的条款描述更加简洁易

懂，可在法规修订说明文件中进行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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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路段、时段，设置明显

的标志并提前 15 日向社会公

布。 

规的规定，划定限制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的

区域、路段、时段，设

置明显的标志并提前 15

日向社会公布。 

10 
第五十

九条 

第五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经营和使用企业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建议：第五十九条 危

险货物托运人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或者吊销许可；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危险化学品定义不同于危险货

物，避免混淆。 

2.该条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是托运

人，交通部的执法主体是托运人，

不仅是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

用企业 

11 
第六十

条   

第六十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

存、经营和使用企业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建议：第六十条 危险

货物托运人或装货人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 

1.危险化学品定义不同于危险货

物，避免混淆。 

2.该条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是托运人

和装货人 

12 
第六十

一条 

第六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经营和使用企业在装卸货

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 

建议：第六十一条 危

险货物托运人或装卸货

人在装卸货过程中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1.危险化学品定义不同于危险货

物，避免混淆。 

2.该条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是托运人

和装卸货人 

13 
第六十

七条 
  

建议增加： 

（八）危险货物只有

UN3077 或 UN3082 类对

环境有害的危险货物且

其包装小于 5 千克或者

5 升。 

1.UN3077 和 UN3082 类的货物是对

水生环境造成危害，但是道路运输

的过程中，该类的货物进入水生环

境的可能比较小。 

2.欧洲 ADR中特别规定 275 中，在

道路运输中是满足这种条件可是按

照普通货物运输，且没有总数量的

限制。 

3.澳大利亚 ADG中 3.3.3中的

AU01， 当包装不超过 400kg 或者

中性散装容器运输，这类的货物按

照普通货物进行运输。 

4.日本 UN3077 和 UN3082 类在道路

运输时不视为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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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六十

七条

（二） 

个人携带的，用于个人、家庭使

用，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能够防

止内装物泄漏的零售包装的危险

货物；当这些危险货物为易燃液

体，且充装于可重复充装的容器

中时，每个容器和每个运输单元

的容量分别不得超过 60L 和

240L。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

或者罐式车辆罐体、罐箱中的危

险货物不应当视为用于零售包装

的危险货物。 

个人携带的，用于个

人、家庭使用，以及企

业的非生产经营性使

用，在正常运输条件

下，能够防止内装物泄

漏的零售包装的危险货

物；当这些危险货物为

易燃液体，且充装于可

重复充装的容器中时，

每个容器和每个运输单

元的容量分别不得超过

60L 和 240L。中型散装

容器、大型包装或者罐

式车辆罐体、罐箱中的

危险货物不应当视为用

于零售包装的危险货

物。 

很多企业都或多或少需要少量的易

燃液体、例如油漆以供自用。但

是，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危险化学品

生产或经营许可证从而可以享有有

限数量和例外数量的豁免，这会对

危险品运输条件产生大量的不必要

的需求从而增加社会成本。而在现

实中，企业对于危险货物及化学品

的安全意识和管理整体上是高于个

人的。既然个人可以携带特定包装

的特定危险货物，在同等要求下企

业的类似行为也应当被允许。 

15 
管理办

法 
  建议：阐释说明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

法》与《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

定-部 2 号令》的区别和法律地

位？ 

16 第三条 
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过度敏感或者

能自发反应而产生危险的货物 
建议：阐释说明 

定义不明确。如何判定未采取安全

措施？自发反应和 4.1类-自反应

物质有无区别？建议明确定义。 

17 第三章 例外数量及有限数量 建议：阐释说明 

同样的条款也应当被更新到其他主

要相关法规中，如交通部《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和《JT617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各相关法

规应当在豁免条件方面保持一致，

以免在执行层面出现执法和守法上

的困惑或误解。 

18 
第十三

条 
  建议：阐释说明 

对公路运输托运人提出培训要求，

这是第一次。但这里并没有明确需

培训的人员范围、培训内容，有效

期限等。目前阶段，所有这方面的

培训都是各企业自己开展，要统一

协调难度很大。 

建议在实施细则中明确或在行业标

准中明确，另外每月培训一次是不

是太频繁，可否延长时间？ 

19 
第二十

一条 

 第二十一条 运输企业运输例外

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时，豁

免其企业资质、人员资格、专用

车辆及其外观标志有关危险货物

建议：阐释说明 
1.运输企业是否包括快递公司？ 

2.该条对运输企业的资质没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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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的要求，但应当遵守本章其

他规定。 

20 
第四十

六条 

因住宿或者其他情形需要较长时

间停车的，应当在专门的停车场

地或者远离加油站、人员密集区

域及河流湖泊等环境敏感点停

放，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

施。 

建议：阐释说明 

如果是满载货车，是否可以在停车

场过夜？能否把停车的场地、防范

要求描述得更详细一些？ 

 

 

 

附件 3  ADR 3.4.13 和 3.4.14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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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on Hazards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Importing 

Chemicals 
 

Summary:  

Name: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on Hazards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importing chemical  

Issuer: IPAC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ir Product, AkzoNobel, BASF, Covestro, Dow Chemical, DuPont, Lanxess, Lyondebasell, 

Mitsubishi, Invista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Some member companies are having difficulties on hazards identification request from 

local CIQ and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hazards communication when dealing with importing activiti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To best address our members’ concerns, AICM shall convey the message to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QSIQ) to have a clarified and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urrent regulation and standards to guide the importing activities of industry.  

 

Action Items: 

Group a first T-con and comments collection at sub-committee, April 20th, 2016 

Group T-con for review discussion and follow up actions from IPAC, April 28th, 2016 

Draft position, April 29th, 2016 

IPAC Core team meeting to review the position draft, May 6th, 2016 

Core team revised the position draft and review, May 30th, 2016 

Finalization of Position, May 30th, 2016 

 

AICM’s recommendations:  

1. Testing requirements: For testing requirements during importing activities, the requirements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in CIQ system especially at different local bureaus. Only those importing goods with a certain 

issu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inspection but not all chemical products, which may reduce the custom 

declaration period.  

2. Safety Data sheet and safety label requirements: the compilation of SDS and Safety label shall be compli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s, which a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GHS REV 4.  

3. Language of Supplier’s Inform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uppliers, it can be provided as in English, which is 

adopted as a general used language.  

4. Others: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ministries and different importing bureaus within AQSIQ shall be 

enhanced especially on labeling requirements, which is to reduce burden to the industry.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AQSIQ for reference, Early June, 2016 

Discussed with officials and experts on technic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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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化学品进口危险性鉴定及危害沟通文件的问题及建议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检验监管司：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各跨国公司也都一直持续关注我们国家的化学品进出口相关产业政策的发

展趋势，我们也期待着与贵司密切合作，共同为推动我国化学品进出口法规和其

有效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此, AICM 深切感谢质检总局一直以来对危险化学

品进出口的包装检验及监管方面所做出的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也深切感谢质检总

局对 AICM 会员所提出的合理建议予以采纳。为了进一步加强会员企业和质检总

局以及地方检验检疫机构的沟通，减少会员企业在化学品及货物进口过程中，由

于少数地方检验检疫机构和企业对上述文件的理解存在差异或有效沟通的缺乏，

导致部分进口产品被扣、通关延迟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协会在广泛征集和综合会

员企业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恳请质检总局在百忙之中予以协调

解决，避免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并在此提出我们的考虑和建议，供贵司及专家讨论和参考。 

一、 关于化学品在进口活动中的检验要求 

存在的问题：近段时间，企业在好多口岸进行进口报关时，在口岸进行货物

开箱取样，被要求送样到当地 CIQ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货物危险性鉴定，之后提交

检测机构所出具的危险性鉴定报告，所涉及的货物包括根据 GHS分类确定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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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也包括非危险化学品的产品。 

我们的建议： 

为了保证我们国家货物进口活动安全和顺利地开展，我们建议质检总局统一

要求，并向各个口岸说明法定商检的详细内容，及对部分有疑问的货物进行危险

性鉴定抽检，避免对全部化学品进行常规危险性检测，缩短货物的报关时间，从

而保证我国进出口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 

建立化学品进口企业诚信体系，鼓励企业积极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对于如实

申报货物危险特性、提供合法申报文件的企业，降低其抽检率，对于违法企业，

加大抽查和处罚力度。当货物开箱有特殊安全或品质要求时，为保证产品质量以

及防止意外发生，采样时，允许货物到仓库或者工厂后取样。 

理由： 对企业已确认的危险化学品的货物进行抽样检测再鉴定危险性，危

险性包括物理危险、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环境危害和健康危害一般试验开展需

数月甚至以年计算，在几天的时间内出具危险性鉴定报告，所生成的危险性鉴别

报告的严谨性和科学性的可实现性较低，对我们国家行政能力的权威性产生负面

的印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化学危险性尚未确定的，也要求在其指定的测

试机构进行危险性鉴定，因此企业需要重复进行危险性鉴定，使得企业进口产品

的成本负担加重和物流周期加长，与联合国 GHS 根据已有的数据进行分类管理的

策略是不一致的。 

二、 关于进口化学品的 SDS 和安全标签的格式要求 

存在的问题：海关报关文件，被商检人员要求，将标签和 SDS中的非强制部

分作为强制要求，例如国家标准中的资料附录或标签参考样例被作为强制要求。 

我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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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SDS和标签是危害沟通的重要文件，危害和防范等内容也是最重要和最

关键的部分，建议地方执行操作过程中对此文件检查时，按照国家标准《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编写顺序》 (GB/T16483-2008)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编写规定》（GB15258-2009）中的强制部分要求对内容是否完整进行检查，允许企

业按照实际的需要提供内容完整的 SDS 和标签。并且建议按照国家现行标准的分

类危害沟通信息进行检查，即 我国 GHS 分类 28 个系列分类标准《化学品分类和

标签规范》（GB30000.2-2013～GB30000.29-2013），其所采用的是联合国 GHS 紫

皮书的第四修订版。 

理由：企业根据国家标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编写顺序》 

(GB/T16483-2008)编写的 SDS。该标准未对 H（危险）编码和 P（防范）编码进行

要求在 SDS 的第二部分列出；报关时，SDS 被要求列明 H 编码和 P 编码；另外目

前工作场所，中国不使用这两种编码进行危害沟通。 

企业根据国家标准《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15258-2009）编写安全标

签，该标准附录 A提供了化学品标签样例，但是标准的附录 A是资料性附录，非

强制要求部分。报关时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标签样例提供标签。 

跨国企业和国内生产者与多个国家有业务往来，通常将产品的相关信息与安

全标签内容合并编写，同时将不同国家语言的标签内容的放在一起，也在格式上

无法与《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15258-2009）中附录 A 的标签样例完全

一致。而目前中国 GHS 28个系列分类标准《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GB30000.2-

2013~GB30000.29-2013）所采用的是联合国 GHS 紫皮书的第四修订版，还未采用

最新的修订版的内容，因此我们希望地方执行操作人员按照国家现行有效的标准

的分类危害沟通信息进行检查。 

三、 关于进口化学品 SDS 和标签中供应商信息语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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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进口危险化学品的 SDS和标签要求提供供应商信息，实际进口

活动中企业被要求提供中文的国外供应商信息。 

我们的建议： 

对于国外供应商，按照国际通用语言，即英语，提供供应商信息；实际的货

物供应商包括生产商，也包括境内的贸易商或者进口者，建议在标签上允许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生产商，贸易商或进口商的信息作为供应商信息列明在 SDS 和

标签上，该供应商的信息必须有效并且能对货物负责。 

理由：由于国外供应商实际有效的地址是当地语言或者英文，即使 SDS 和标

签上提供国外供应商的中文名称及其地址，按照该中文地址也无法进行有效地联

络。 

 

四、 关于进口化学品标签象形图和危险货物标志相同的标示方法 

存在的问题：目前安全标签的象形图和危险货物标志相同且在同一面板上时，

在不同口岸甚至同一口岸不同监管部门存在着检查要求不一致的情况。对于相同

的象形图的“相同”，理解也不相同。有些口岸认为颜色边框，和其中的数字都一

样才是相同；有些则是危险一样，就认为是相同的。因此企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因检查尺度不一，企业遇到两种不同的要求。 

我们的建议： 

安监和质检总局对“相同”要求统一，企业按照统一的要求执行。在两部委

统一之前，质检总局提供同一“相同”要求——图形符号一致则认为是相同，企

业可按照此要求进行标签的张贴。 

理由：按照《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15258-2009）中 6.1.2 中的要

求，相同的象形图和标识同时出现在同一面板上，要将安全标签中的象形图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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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国家统一标签和货物标志的要求，避免进口货物在口岸上更换标签。 

如上，供参考。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年 5月 30日 

联系人：何燕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室，邮编：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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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hangh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Rules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hangh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Rules 

Issuer: IPAC Site HSE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rkema, BASF, Cabot, Momentive, Invista, Lubrizol, PPG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is soliciting comments on the Draft Shangh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Rules. 

Our members raised the requests and the draft rules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in Shanghai area. 

 

Action Items: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May 4th, 2016 

Tele-conference sub-committee discussions, May 6th, 2016 

Comments collection by May 13th, 2016 

Tele-conference group meeting review the position, May 16th, 2016 

Finalization by May 17th, 2016 

 

AICM’s main comments (detail context suggestion): 

 

AICM members raised 10 comments on the draft rules. 

-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Suggest that When legal environmental social organizations fil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the procuratorate of the Municipality may provide support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 Obtaining Emission Quota: 

 1. Suggest that Emission quota of major pollutants of existing pollutants discharging entitie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municipal or district EPB based 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apacity combined with primarily the average 

emission level of the industry and considerations on historical emiss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etc. of 

the entity. 

 2. Suggest that Pollutants emitting entities shall comply with rules on management of emission quota and shall 

obtain emission quota through emission trading or stop production when pollutants emission has reached to the 

cap of the emission quota. 

- Regional Restriction on Approval 

 Suggest that suspension of reviewing and approval of EIA the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t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are incomplete, which lead to incompliance of pollutants 

emission 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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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lutants Discharge Permit 

 Suggest that In case the pollutants discharge standard or the total emission control requirements change and 

corresponding change to the content of the PDP is needed, EPBs may adjust the PDP con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when the PDP is to be renewed upon expiration or the enterprise needs to apply for new 

PDP due to new, modification or expansion project. 

 

-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greement 

 1. Suggest to delete that the pollutants discharging entity is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emission requirements that 

are more stringent than the laws, regulations, national and municipal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 pollutants discharge 

permit based on the need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Municipality. 

 2. Suggest that the company signs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greement with the EPB voluntarily. 

 

- Responsibilities of Industrial Park Administrations 

 Suggest to add a clause: when the industrial park's zoning EIA requirements are met and individual projects in the 

industrial park have completed EIA, plus national and local emission standards and total loading control 

requirements have been met as an entire park, the industrial zone administration is allowed to have discre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things including wastewater discharge limits to the supporting wastewater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facility, boundary noise etc and shall report such management to the municipal EPB for record-keeping 

 

- Requirements on Op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Suggest that wh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needs to be stopped from use temporarily due to 

non-emergent maintenance and repair, and the pollutants discharging entity does not have back up equipment or 

emergent treatment plan, a report shall be immediately made to the municipal or district EPB and related 

production activities shall be stopped.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cords 

 Suggest that specify requirements on the format and cont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cords. 

- Fines posed by days 

 Suggest that generate fugitive emission in vio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 Penalties for Violation of Monitoring 

 Suggest that Key pollutants discharging entity that fails to install or use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 

in according with rules, or fail to connect to EPB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ensur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EM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and follow up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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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关于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建议和意见 

 

尊敬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AICM 及其会员公司一向积极支持并努力实施上海市环境保护措施。日前，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开发布了《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全文，

并广泛征求意见。AICM 积极组织会员公司进行研读，经过仔细沟通和讨论后，

现提出如下建议（见附件），供参考。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5 月 16 日 

 

 

联系人：霍立彬  

电   话： 010-8518 1898   传  真：010-8518 1891 

手   机： 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 室，邮编：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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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关于《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建议汇总表 

序号   条款  修改建议  理由 

1  第八条（环保组织） 

本市推动发展环保志愿者

组织，鼓励环保志愿者及

环保社会组织积极开展环

境保护宣传，推动绿色生

活方式，监督环境违法行

为。 

本市鼓励和支持符合法律

规定的环保社会组织依法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建议将本条第二

款改为： 

对于符合法律规

定的环保社会组

织依法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本市检

察机关可以依法

予以支持。 

对于环保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新的

《环保法》第 58 条已经给予了其法律上

的认可，但是对于政府部门在环境公益诉

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的法律上还没有

明确的规定。“《条例》修订草案”试图对

此作出规定，出发点值得鼓励。但是若仅

是原则性地规定“本市鼓励和支持符合法

律规定的环保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则实际中仍然面临如何实施、

落实的问题，因此，建议在本条明确对于

环境公益诉讼的支持机关，即检察机关。

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质仍为民事诉

讼，当事双方的主体资格应该是平等的。

若一律规定检察机关应支持环保组织，可

能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建议可

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需要支持环境公益

诉讼。 

2  第二十七条（总量指标的

获取) 

现有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

物排放总量指标，由市或

者区、县环保部门根据区

域环境容量，综合考虑行

业平均排放水平以及排污

单位的历史排放情况和减

少污染物排放措施等因素

确定。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重

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排

污单位应当在环境影响评

价阶段向市或者区、县环

保部门申请或者通过排污

权交易，取得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指标。 

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总量管

理相关规定，污染物排放

达到规定的总量指标限值

的，应当停产。 

本市推进企业减少污染物

排放，对在污染物排放符

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进一

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排污

单位，市和区、县人民政

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税

建议将本条第一

款和第三款分别

改为： 

现有排污单位的

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指标，由市或

者区、县环保部门

根据区域环境容

量，以行业平均排

放水平为主，综合

考虑排污单位的

历史排放情况和

减少污染物排放

措施等因素确定。 

 

排污单位应当遵

守总量管理相关

规定，污染物排放

达到规定的总量

指标限值的，应当

通过排污权交易

获得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指标或

者停产。 

 

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

核定，基于国务院给本市的大气污染防治

目标和环境空气质量提高的要求。对于特

定企业的总量指标，应理清区域环境容

量、行业平均排放水平、排污单位历史排

放情况和现有减少污染物排放措施的先

进性等基础上，综合考虑该企业行业平均

排放水平，按照“鼓励先进、淘汰落后”的

原则进行分配。 

既然本条规定了可以通过排污权交易的

方式取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则

在企业可能超过总量排放时，是否应当允

许企业通过交易的手段获得额外的总量

指标？此外，对于企业的排污总量，在排

污许可的有效期内且不超过总的排污总

量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在不同的年份之间

按照企业的生产安排计划按照一定比例

自主分配呢？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也为

排污权交易创造了实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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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

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

和支持。 

3  第三十一条（区域限批) 

乡、镇或者产业园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环保部门

可以暂停审批该区域内产

生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一）重点污染物排放量

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 

（二）未按时完成淘汰高

污染行业、工艺和设备任

务的； 

（三）未按时完成污染治

理任务的； 

（四）配套的环境基础设

施及其运行、维护制度不

完善的； 

（五）市人民政府规定的

其他情形。 

企业集团有前款第一项、

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之一

的，环保部门可以暂停审

批该企业集团产生重点污

染物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建议对本条的第

一款作如下修改： 

第（四）项修改为： 

（四）配套的环境

基础设施及其运

行、维护制度不完

善，导致污染物无

法达到排放标准

限值或者导致环

境污染事故的。 

删除第（五）项。 

 

另外，建议本条增

加一款，作为第三

款： 

“环保部门决定暂

停和解除审批区

域内或者企业集

团产生重点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应当依法及

时公开其决定和

所依据的情形。” 

考虑到区域限批会对于区域内的企业的

新改扩建项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其决定

的依据和过程应当十分谨慎，目前条文中

的“配套的环境基础设施及其运行、维护

制度不完善的”以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

其他情形“过于笼统，建议进一步明确，

且环保部门一旦作出或将要作出区域限

批的决定，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以使企

业能够及时调整其计划。 

4  第三十二条（排污许可) 

本市依法实施排污许可制

度。固定污染源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 ,

向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

申请排污许可证。 

本市对排污许可证载明事

项实施动态管理。因污染

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要

求等发生变化，需要对相

应的许可内容进行调整

的，环保部门可以依法对

排污许可证载明事项进行

调整。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

可证载明的要求排放污染

物。 

建议本条的第二

款修改如下： 

因污染物排放标

准、总量控制要求

等发生变化，需要

对相应的许可内

容进行调整的，环

保部门可以依法

在排污许可证到

期重新申请时或

企业因新改扩建

项目重新申请排

污许可证时对载

明事项进行调整。 

排污许可证作为一个行政许可，是企业运

行生产、制定生产计划和发展规划的极为

重要的一个依据，若其处于随时可能变化

的状态，使得企业没有一个对于未来的可

预见性，则企业无法建立并实施长远的发

展计划，反而不利于企业实施最佳的环境

保护的升级改造，因为企业随时面临着由

于排污许可证变更带来的额外的巨大投

资。这也不符合行政许可的流程透明公

开、建立合理预期的基本原则。环保部门

的工作量也将大大增加，是否能够充分监

管排污许可证的实施也将存疑。目前国家

和上海市的环境保护目标和计划基本与

五年计划同步，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也可

以设定为 5 年，使得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减

排要求得以体现，也有利于企业和环保部

门据此作出规划。 

5  第三十六条（污染防治协

议) 

本市推行环境污染治理协

建议删去本条第

二款的第（一）项，

即”（一）根据本市

如果环保部门要求企业按照严于法规和

标准的要求排放污染物，应当明确这一要

求的法律依据，并通过法定的方法，比如



AICM Position Papers 2016 Summary                                         2016 年建议函汇总 

73 
 

议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保

部门可以与相关排污单位

签订污染防治协议，明确

污染物排放要求以及相应

的权利和义务： 

（一）根据本市环境治理

要求，对排污单位提出严

于法律、法规、国家和本

市有关标准，以及排污许

可证规定的排放要求的； 

（二）排污单位根据自身

技术改进可能和污染防治

水平，主动提出削减排放

要求的； 

（三）在本市申请设立有

新类型污染物排放的排污

单位或建设项目，排污单

位自行提出排放标准的。 

排污单位自愿与环保部门

签订污染防治协议，并实

现约定的污染物减排目标

的，环保部门应当给予鼓

励和支持。 

企业违反协议约定的，应

当按照协议承担责任。 

环境治理要求，对

排污单位提出严

于法律、法规、国

家和本市有关标

准，以及排污许可

证规定的排放要

求的“ 

 

本条第三款建议

修改为： 

排污单位自愿与

环保部门签订污

染防治协议，并实

现约定的污染物

减排目标的，市和

区、县人民政府应

当依法采取财政、

税收、价格、政府

采购等方面的政

策和措施予以鼓

励和支持。 

环评批复等对企业提出要求，否则的话，

只能基于企业的自愿行为，这也应是”环

境污染治理协议“的基础，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协议的双方处于实际上的平等协商

的地位，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和被管理

者。 

对于企业超过法定标准和要求自愿完成

减排目标的，鼓励和支持的方式应当明

确，也不应当仅限于环保部门，而是可以

像“草案”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那样，

基于财税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支持，使得企

业更有意愿与环保部门签订污染防治协

议。 

6  第四十条（产业园区管理

机构的职责） 

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做

好园区环境基础设施规

划，配套建设大气环境监

测、污水收集处理、固体

废物收集转运、噪声防治

等环境基础设施，建立环

境基础设施的运行、维护

制度，并保障其正常运行。 

 

建议本条增加以

下内容，作为第二

款： 

在确保产业园区

符合规划环评要

求、园区内建设项

目完成环境影响

评价，且整个园区

污染物排放符合

国家以及地方标

准和重点污染物

总量控制要求的

前提下，允许产业

园区管理机构对

于园区内建设项

目和排污单位排

入配套的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的废

水排放标准和厂

界噪声标准等进

行自主管理，并报

在要求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履行其职责的

同时，也应当赋予其一定的权力，使其对

于园区内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具有一定

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工业园区集中建设

和管理的优势。比如对于已经确定的园区

排污总量配额在园区内的分配，对于园区

内企业污水排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所采

纳的排放标准，夜间厂界噪声的控制标准

等，是否可以给予园区管理机构在确保整

个园区排放达标、符合总量控制要求的前

提下一定的自主决策权？以上海化工区

为例，其已经配套建成了专为区内企业服

务的污水处理厂、危废处理设施等环保基

础设施，且运行良好，如果再要求区内每

一家企业都按照统一的国家或者地方污

水排放标准要求的二类污染物排放限值

排放其废水，则势必绝大多是企业都必须

自建额外的废水处理设施，造成资源的浪

费和监管上的困难。类似的问题还有厂界

噪声，化工区内无居住用房，化工厂大都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要求每家企业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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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部门备案。 达到 55dB（昼间为 65dB）的厂界噪声，

没有实质性的环境益处，也与化工区集中

建设、集中管理、发挥循环经济的理念不

符。 

7  第四十一条（环保设施运

行要求)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

护设施的设计要求和排污

许可证规定的排放要求 ,

制定操作规程 ,并保持环

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 

环境保护设施需要维修而

暂停使用的，应当立即报

告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

并停止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 

禁止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环

境保护设施。排污单位需

要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

设施的，应当在拆除或者

闲置三十日前，报市或者

区、县环保部门同意。 

 

建议本条的第二

款修改如下： 

环境保护设施非

因紧急情况需要

维修而暂停使用，

且排污单位无备

用设备或紧急处

置方案的，应当立

即报告市或者区、

县环保部门，并停

止相关的生产经

营活动。 

 

对于由于意外或者紧急情况导致的环保

设施维修，应当允许企业先开展紧急维

修，再在一定时限内报告环保部门。化工

企业的生产工艺复杂、危险性高，如果由

于环保设备维修，而必须生产线甚至全厂

停车的话，可能产生安全隐患，且从污染

防治的角度来说，开停车反而可能会产生

更多的污染物。对于已经具有备用设施，

或者制定了环境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的

单位，应当允许其启动备用设施或者应急

预案（比如通过火炬紧急泄放），而不宜

一律要求停车甚至停产。 

此外，本条规定与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似乎有冲突，该条规

定，“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

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应当回收利用，不具备

回收利用条件的，应当进行污染防治处

理。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

常作业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在回

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期间确需排放

可燃性气体的，应当将排放的可燃性气体

充分燃烧或者采取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

排放的措施，并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报告，按照要求限期修复或者更新。” 如

果企业的废气焚烧装置因为需要维修而

不能正常作业的，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可以通过其它装

置（比如火炬）充分燃烧，或者可采取其

他控制措施的，并不要求企业一律停产。 

8  第四十二条（环境管理台

账)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

本市的有关规定建立环境

管理台账，并对台账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台账

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

年。 

建议明确环境管

理台帐的格式要

求以及所需包含

的信息。 

建议明确环境管理台帐的格式要求以及

所需包含的信息。 

9  第六十一条（按日计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

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

建议本条第一款

第（三）项改为： 

（三）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无组织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 

对于化工企业来说，要完全杜绝无组织排

放，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一定的

措施，比如“泄露检测和修复”（LDAR），

将无组织排放降低到十分低的水平。《大

气污染防治法》和其他国家和地方法规也

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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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

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

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

处罚： 

  （一）未按要求取得

排污许可证，违法排放污

染物的； 

  （二）超标或者超总

量排放污染物的； 

  （三）违反管理规定，

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定义不十分明确的“违反管理规定”改为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避免在实际执

行中产生歧义。 

10  第六十五条（违反监测的

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

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

保、建设、交通等行政管

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

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 

 （一）未按照规定安装、

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设备，未按照规定与环保

部门联网，并保证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的； 

 （二）未按照规定进行

排污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

记录的。 

建议本条第一款

第（一）项改为： 

重点排污单位未

按照规定安装、使

用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未按

照规定与环保部

门联网，并保证监

测设备正常运行

的 

 

与前面第三十四条（环境监测) 所指的”

重点排污单位“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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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City 

(Draft for Comments) 
 

Summary:  

Name: AICM Comments on Draft Measures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in Shanghai City 

Issuer: IPAC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shland, Axaltacs, BASF, PPG, DuPont, Evonik, ExxonMobil, IFRA, Merck, PPG, SABIC,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Shanghai City Government issued the draft measurer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Shanghai for public comments on April 29th, 2016.  

 

Action Items: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April 29th, 2016 

Comments collection, May 13, 2016 

Group T-con for review discussion, May 24, 2016 

Group Review, May 25-27th, 2016 

Finalization, May 28th, 2016 

 

AICM’s recommendations:  

5. For new requirements that are not stipulated in the current Measures,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rules shall 

be specified and grace period shall be given to existing facilities;  

6. For articles that would require permits or qualifications, the scope of applicability shall be clear and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regulations;  

7. Many comments on th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articles focu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zardous chemicals” as defined by China’s 2015 Hazardous Chemical List and “dangerous goods” as 

defined by China’s GB12268 List of Dangerous Goods. We explained to the regulators that not all the 

hazardous chemicals shall be treated as dangerous goods and must be transported by licensed 

transporters and stored in licensed warehouses. It will increase the burden of companies without any 

actual gain on safety.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Shanghai City Government for reference, May, 2016 

Discussed with officials and experts on technic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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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修订草

案）》的意见和建议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经济法规处：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70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

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

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

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

象。 

AICM及其会员企业一向积极支持建立统一的危险化学品管理及相关的立法和

调整机制。针对贵司于4月29日发布的《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修订草

案）》，组织行业及会员进行充分的讨论后提出相关反馈。 

详细内容请参见附件，供参考。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年5月28日 

联系人：何燕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W1座207室，邮编：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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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序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第六条 

（信息

系统）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以

及对行业、系统负有管理职

责的部门应当加强本部门有

关危险化学品的监管信息系

统建设，实现信息的互联互

通。 

建议明确信息互联互

通涉及的所有相关部

门。 

  

2 
第十二

条 

（生产、使用企业和建设项

目）-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

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

化工企业，应当依法取得相

应的许可。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和危险化学品安全使

用许可适用行业目

录、使用危险化学品

从事生产并且达到危

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

量标准的化工企业，

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

许可。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57 号《危险化

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列入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

业目录、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

产并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

数量标准的化工企业（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除外，以下简称企

业）。” 因此建议本条所描述的

需要取得许可的危险化学品使用

单位的范围与国家法规一致。 

3 

第十三

条（安

全制度

和人员

配备）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

的企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

事生产的企业应当建立安全

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机构，

在生产车间和储存库区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

作业班组配备兼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

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

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

识和管理能力，并经主管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考

核合格。 

建议本条的第二款修

改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

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当经主管的危险

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

考核合格。” 

对于在作业班组配备的兼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如果一律要求象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一样培训考核

取证，可能实际中企业无法满足

这一要求，也与国家目前要求减

少职业准入资格的要求不符，应

当允许企业对于兼职安全管理人

员自行培训考核。 

4 

第十六

条（生

产装

置、储

存设施

的安全

评价）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

产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定期对生产装置、储

存设施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

价。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企业，应当委托

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

条件的机构，对本企

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次安全评

价，提出安全评价报

告。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二十二条规定，“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

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

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

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

告。”目前国家层面已有相关规

定，建议地方法规与国家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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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十八

条 

第十八条（包装物和容器的

管理）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物、

容器，应当经具有相应资质

的专业机构检测、检验合

格。 

第十八条（包装物和

容器的管理） 

 属于危险货物的危

险化学品的包装物、

容器，应当经具有相

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检

测、检验合格。 

这里的“包装物和容器”应当是指

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在运

输和储存过程中对应的 UN Code

和相应的包装规格要求，不应该

把所有的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

简单等同要求。 

目前中国与国际上保持一致，只

有属于危险货物的包装物和容器

需要专业机构的检测并且符合相

应的要求。其他危险化学品包装

质量需满足包装要求即可。而危

险化学品在生产过程中，其容器

和包装物（比如储罐等），并不

属于本条管理的范围。 

6 
第十九

条 

第十九条（储存管理）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

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

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

库）内，并按照相关技术标

准规定的储存方法、储存数

量和安全距离，实行分类、

分隔储存。禁止将危险化学

品与禁忌物品混合储存。 

第十九条（储存管

理） 

  属于危险货物的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

在专用仓库、专用场

地或者专用储存室

（以下统称专用仓

库）内，并按照相关

技术标准规定的储存

方法、储存数量和安

全距离，实行分类、

分隔储存。禁止将危

险化学品与禁忌物品

混合储存。 

2015 版的《危险化学品目录》及

其“实施指南”将危险化学品的范

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特定 GHS 危害

分类的化学品，而不再是此前的

纯粹的目录管理。因此，不应该

把所有的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

简单等同要求，属于危险货物的

危险化学品具有物理危害及对人

和环境有急性危害，某些仅据有

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化学品不属于

危险货物，没有必要采用专用仓

库储存。目前具有资质的危险品

仓库较少，危化品仓储经营和运

输资质审核也不断趋严，如要求

所有的危险化学品一律作为危险

货物储运，成本高且不科学，也

将进一步加剧本就十分紧张运营

压力。 

7 

第二十

条（出

入库信

息化）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许

可的使用企业以及其他存放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的单位，应当加强信息

化建设，采用电子标签等自

动识别技术手段，实现危险

化学品出入库信息动态管

理。 

  

 建议出台危险化学品信息化管理

的具体实施法规，以统一电子标

签等要求，并对现有企业的实施

设定合理的过渡期。 

8 

第二十

二条

（使用

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

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

度，并将使用危险化学品的

第二十二条（使用单

位的监管） 

  医院、学校、科

研院所等使用危险化

1）没有主管部门的危险化学品使

用单位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都

已经按照安监总局第 53 号令《危

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由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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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

监管） 

品名、数量、用途、安全管

理措施等信息，每季度一次

分别报送卫生、教育、科

技、等主管部门。其他没有

主管部门的危险化学品使用

单位应当将相关信息报送产

业园区管理机构或者所在地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 

  有关部门、产业园区管

理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对其系统、辖

区内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安全

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学品达到规定数量的

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并将使用危险化学品

的品名、数量、用

途、安全管理措施等

信息，每年一次分别

报送卫生、教育、科

技、等主管部门。其

他没有主管部门的危

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应

当将相关信息报送产

业园区管理机构或者

所在地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已

取得相应许可证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

单位除外。 

化学品生产企业做过相应登记，

相关信息主管部门已掌握，若使

用单位再进行信息报送，势必造

成已有信息的重复报送，给主管

机构及使用单位增加额外的工作

负担； 

2）在实际操作层面，目前除了

安监局下属的危险化学品登记平

台外，尚无供使用单位提报信息

的平台。在信息报送平台到位

前，在法规层面提出相应要求，

会导致企业及基层管理部门难以

应对； 

3）危险化学品的管理人员需要具

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及管理能力，

同时能及时掌握法规的更新情

况。若将未必具备危险化学品相

关专业知识及管理能力的“产业园

区管理机构或者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归入危险化学

品管理机构，是否会导致法规操

作层面的混乱？ 

4）建议对每年使用量很低（比

如每种危险化学品不超过 10kg）

或不属于上海市“禁限控目录”的

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豁免管理，

使这些科研企业的资源更有效放

在科研工作上。 

9 

第二十

三条

（确定

产品方

案的安

全要

求） 

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和使

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

工企业在确定或者改变产品

配方、生产工艺时，应当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委托具

备相应能力的单位进行安全

论证，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

应急预案。 

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

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在确定或者改变生产

工艺时，应当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或者委托

具备相应能力的单位

进行安全论证，制定

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

预案。 

危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企业本来

就需要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企业

对自己配方的调整应属于安全管

理制度的管理范畴，不应再要求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委托具备

相应能力的单位进行安全论证。

何况生产企业，尤其是靠近终端

应用配方研发和生产企业，为了

满足市场上飞速发展的客户需求

和技术变革，配方的变更是很频

繁的，而且企业有制定专门的配

方变更程序，在配方正式变更前

GHS/DG/法规符合性都是审查的

要点，如果再次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或者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单位

进行安全论证，时间上不符合市

场发展的要求，成本上也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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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此外，对于“安全论证”的形式、

流程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建

议进一步的明确。 

10 

第三章 

第二十

七条

（平台

化交

易） 

本市推进危险化学品集中交

易，鼓励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企业通过危险化学品电

子交易平台开展危险化学品

交易。 

 建议进一步明确”平台化交易“的

具体要求和实施方案。 

11 

第二十

八条

（经营

企业的

储存管

理）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应当按

照本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

库内。 

从事危险化学品零售的企业

可以在其经营场所内存放民

用小包装的危险化学品，但

总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限

量。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

九条的规定，将属于

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储存在专用仓库

内。 

2015 版的《危险化学品目录》及

其“实施指南”将危险化学品的范

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特定 GHS 危害

分类的化学品，而不再是此前的

纯粹的目录管理。因此，不应该

把所有的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

简单等同要求，属于危险货物的

危险化学品具有物理危害及对人

和环境有急性危害，某些仅据有

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化学品不属于

危险货物，没有必要采用专用仓

库储存。目前具有资质的危险品

仓库较少，危化品仓储经营和运

输资质审核也不断趋严，如要求

所有的危险化学品一律作为危险

货物储运，成本高且不科学，也

将进一步加剧本就十分紧张运营

压力。 

对于“总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限

量”，建议法规中具体明确国家规

定的限量标准或者明确引用的具

体法规。 

12 第四章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  

第四章 属于危险货

物的危险化学品的运

输 

针对《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办法》（修订草案）中第四章

节的涉及到危险化学品运输相关

条款中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范

围，望相关部门能够充分考虑目

前国内危险化学品相关定义范围

及危险货物的定义范围予以澄

清。 

原因如下：（危险化学品和危险

货物的定义不同，对于危险化学

品分类的基础性法规文件则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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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GHS 制度），于 2003

年正式出台，目前最新版本为第

六修订版。危险货物分类的基础

性法规是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

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TDG

规章范本），该文件于 1956 年正

式发布，目前已更新至第十九修

订版。 

 

目前，运输环节中由交通管理部

门根据危险货物来监管，并将运

输环节以危险货物明确作为管理

范围，运输公司和车辆资质都以

危险货物分类为标准。引入危险

化学品为管理范围，将会造成定

义不清，企业执行及政府监管困

难。 

 

因此经过本协会有关会员讨论，

建议在本修订草案中对于第四章

节中将危险化学品替代为危险货

物，危险货物定义可参照 交通运

输部关于修改《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

部令 2016 年第 36 号）中关于危

险货物定义：“第三条 本规定所

称危险货物，是指具有爆炸、易

燃、毒害、感染、腐蚀等危险特

性，在生产、经营、运输、储

存、使用和处置中，容易造成人

身伤亡、财产损毁或者环境污染

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

危险货物以列入国家标准《危险

货物品名表》（GB12268）的为

准，未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

的，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结

果为准。 本规定所称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是指使用载货汽车通过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作业全过

程。”及“第四条 危险货物的分

类、分项、品名和品名编号应当

按照国家标准《危险货物分类和

品名编号》（GB6944）、《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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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品名表》（GB12268）执

行。危险货物的危险程度依据国

家标准《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

技术条件》（GB12463），分为

Ⅰ、Ⅱ、Ⅲ等级。 ” 

13 

第三十

一条            

（运输

单位条

件） 

通过道路、水路运输危险化

学品，属于危险货物的，应

当遵守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

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定。 

通过道路、水路运输

危险化学品，属于危

险货物的，应当遵守

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

货物运输的相关规

定；不属于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可以

按照普通货物进行运

输。 

《规章范本》中关于危险品的运

输的相关规定，是发展较为成熟

并在国际上广泛被采用的管理方

式。其中将危险货物按照运输环

节的危险性进行分类，分别归入

九大类别。对于未归入危险货物

类的化学品，在运输环节按照普

通货物处理。这是国际通行的处

理方式。在运输风险没有增加的

前提下不增加额外的物流时间及

操作。 

目前，运输环节以危险货物为管

理范围，运输公司和车辆资质都

以危险货物分类为标准。引入危

险化学品为管理范围，范围将比

危险货物扩大，而且属于健康危

害和不属于 9 类的环境危害的化

学品在运输环节没有对应资质许

可，这会给实际操作层面带来困

扰与混乱。 

14 

第三十

四条

（道路

运输企

业管理

规范）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应

当对所属运输车辆、运输专

业人员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并建档备查。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不

得使用非自有车辆经营，不

得将自有车辆出租或者承包

给他人经营。  

本条第二款建议修改

为：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

业不得租用或者允许

非自有车辆挂靠经

营，不得将自有车辆

出租或者承包给他人

经营。 

该条款应是禁止不规范的挂靠行

为，而“不得使用非自由车辆经

营”在表述上容易引起歧义，造成

禁止范围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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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四章 

第三十

七条

（托运

人的责

任） 

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一）查验承运人的危

险化学品运输资质证书或者

备案证明，复印后与货运单

证一并留存； 

  （三）不得在普通货物

中夹带危险化学品，不得匿

报危险化学品，不得将危险

化学品谎报为普通货物托

运。 

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查验承运

人的危险化学品运输

资质证书或者备案证

明，复印或保留电子

文档后，与货运单证

一并留存不少于三

年； 

  （三）不得在普

通货物中夹带属于危

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不得匿报属于危

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不得将属于危险

货物的危险化学品谎

报为普通货物托运。 

1. 为了便于企业的实际操作，应

当允许企业保留以电子文档形式

存在的资质证书或备案证明，并

建议明确留存的年限； 

2. 理由同上，对于不属于危险货

物的危险化学品，其运输与普通

货物没有区别。 

16 

第三十

八条

（承运

人的责

任） 

危险化学品的承运人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一）查验托运人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等许可

证，复印后与货运单证一并

留存，不得为无相应许可证

的单位运输危险化学品； 

  （二）承运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易制毒危险化

学品的，将承运的危险化学

品的品种、数量、托运人、

目的地、收货人等信息实时

录入交通部门的监管信息系

统； 

  （三）在装载前核对危

险化学品的品名、数量，并

检查包装情况，不得承运包

装破损或者不符合包装要求

的危险化学品； 

  （四）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和相关技术标准进行装

卸，不得超过规定的荷载、

限量装载危险化学品，不得

违反积载隔离要求装载危险

化学品； 

  （五）在运输车辆、船

舶的规定位置设置统一的安

全警示标志，并按照规定显

建议将本条第一款第

（一）项修改为： 

（一）对于托运人为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单位的，查验托运人

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等许可证，复印

后与货运单证一并留

存，不得为无相应许

可证的单位运输危险

化学品； 

第（六）项修改为： 

（六）不得将承运的

危险化学品转交其他

未取得危险货物运输

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运输； 

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很多情况

是不需要具有危险化学品生产或

经营许可证的，但因业务需要会

有少量危险货物需要运输，如送

样检测等。 

危险货物的运输应允许合法分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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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专用信号； 

  （六）不得将承运的危

险化学品转交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运输； 

  （七）符合国家和本市

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管理的

其他规定。 

17 
第四十

一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向外省市购

买或者销售易燃易爆、强腐

蚀性化学品的，应当提前 24

小时向公安部门或者海事部

门申报承运人名称、危险化

学品品名和数量、运输起讫

地、运输路线和时间等情

况。 

危险化学品单位向外

省市购买或者销售易

燃易爆、强腐蚀性化

学品的，承运人应当

提前 24 小时向运输

起讫地（销售）或目

的地（购买）所在的

公安部门或者海事部

门申报承运人名称、

危险化学品品名和数

量、运输起讫地、运

输路线和时间等情

况。 

1.建议明确申报主体。因为绝大

多数企业都使用第三方运输危险

化学品，申报主体为承运人更为

合适。 

2.建议明确申报的流程和手续，

包括向何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海事

部门申报、申报的平台等。 

18 
第四十

三条 

每年 6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禁止在上午 10 时至下

午 4 时进行易燃易爆等危险

化学品的道路运输。 

每年 6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当日最高

气温高于三十五摄氏

度时禁止在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进行易

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

的道路运输。 

夏季避高温与气温挂钩更有利于

效率和风险的平衡。 

19 

第五章 

第五十

二条

（项目

准入） 

除运输工具的加油站、加气

站以及港口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外，本市新建、改建、

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应

当在危险化学品集中区域内

进行。 

除运输工具的加油

站、加气站、港口危

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和

改善安全生产条件的

改建项目外，本市新

建、改建、扩建危险

化学品建设项目应当

在危险化学品集中区

域内进行。 

对于位于危险化学品集中区域外

的危化品已有企业，应当允许其

实施改善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建项

目。 

20 

第六十

六条

（擅自

调整产

品方案

的处

罚） 

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和使

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

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在确定或者改变产

品配方、生产工艺时，未进

行安全论证，或者未制定安

全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的，

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改

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

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在确定或者

改变生产工艺时，未

进行安全论证，或者

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和应急预案的，由安

危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企业本来

就需要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企业

对自己配方的调整应属于安全管

理制度的管理范畴，不应再强加

要求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委托

具备相应能力的单位进行安全论

证。何况生产企业，尤其是越靠

近终端应用配方研发和生产企

业，为了满足市场上飞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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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可处以 1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客户需求和技术变革，配方的变

更是很快速的，而且企业有制定

专门的配方变更程序，在配方正

式变更前 GHS/DG/法规符合性都

是审查的要点，如果再次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或者委托具备相应能

力的单位进行安全论证，时间上

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成本上

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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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ajor Hazards 

Installation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Draft for 

Comments) 
 

Summary:  

Name: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ajor Hazards Installation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Draft for 

Comment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and Site HSE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BASF, DIC, DuPont, Laxness, Shell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SAWS issued draft for comments on May 31,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June 3, 2016 

Collected comments by June 18th, 2016 

IPAC Core team from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and Site HSE Sub-committee review June 

21, 2016 

Developed position and circulated to members, June 21-22, 2016 

The second core team review, June 22, 2016 

Finalized position by June 23, 2016 

Intend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board by June 23-25, 2016 

Intended to be submitted to SAWS by June 27-28, 2016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last version of Major Hazards Installation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was 

issued in 2009 (GB 18218—2009 “Major Hazards Installation”) and used a mandatory standard served both for 

industry and authority. SAWS issued the revised version mainly serving for the protocol to major hazards 

installation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application scope shall be enterprises and units to manufacture, store and 

u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This is to solicit comments from the public and intended timeline is June 30, 2016.  

 

Summary:  

1. 建议明确其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并保持与其他文件的一致性，如关于单元的定义、温度、高温、高压等。

The term and definition used in the document shall be kept clarified, and consistent with other related 

document，e.g. unit, temperature, high temperature, high pressure, etc.  

2. 建议明确标准中所引用的相关系数来源 Suggest to the add the resource of factor used in the standard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the standard committee and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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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

议 

尊敬的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尊敬的化学品安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贵司于 2016 年 5 月底发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征求意见稿，AICM

及其会员公司高度重视，并组织会员公司进行反馈。 

供各位专家讨论和参考。见附件 1。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6 月 21 日 

联系人：何燕、霍立彬 

电话：010-85181893、01085181898，传真：010-85181891 

E-Mail: annho@aicm.cn；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室，邮编：100738 

 

 

 

mailto:annho@aic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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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序

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前言   

建议：增加此国标是

参考哪些文件制定

出的。 

提供充足的科学依据。 比如表 3 校正系数 β 取值表

中 急性毒性 J1Β 校正系数为 4。 这一系数是如何得

来的？  

2 3.2 

单元  unit 

同属一个生产经

营单位或一个产

业活动单位内的

所有涉及危险化

学品的生产装

置、设施或场所。 

建 议 修 改 ： 单 元  

unit 

同属一个生产经营

单位或一个产业活

动单位内的所有涉

及危险化学品的生

产储存装置、设施、

场所。 

原来的“单元”定义，字面理解只包括生产装置、设施

和场所，而实际该国标的重大危险源还涵盖储存区;

因此建议增加“储存”，定义的范围更加明确清楚。 

3 3.2 

单元  unit 

同属一个生产经

营单位或一个产

业活动单位内的

所有涉及危险化

学品的生产装

置、设施或场所。 

建议：明确生产经营

单位和其生产场所、

储存区重大危险源

定义的关系。 

原 2009 版中“单元”的定义： 

“单元 一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或同属

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且边缘距离小于 500m 的几个

（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 

和现在定义变化很大。 

按新规举例： 

某生产基地的生产区和罐区均构成“生产场所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和储存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1，那么这个基地作为一个经营单位，是否也直接构

成重大危险源？ 

 

2，评价工作和备案时是否要评价以及备案三个？还

是直接将这个基地备案一个即足够？ 

 

3，如果将基地备案成重大危险源，那么基地其他部

位，如食堂、办公楼等，理论上均一视同仁地按照重

大危险源管理？ 

4 3.5 

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   major 

hazard 

establishment 

for dangerous 

chemicals  

建议：请确认英文单

词的正确使用。 

该国标的名称为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 

installations for dangerous chemicals。 

5 表 1 
危险化学品名称

及其临界量 

建议：增加每一化学

品的 CAS 号（如果

有） 

方便查询，精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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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1.2 

表 2 易燃液体

不属于 P5a 或

P5b 的其他类别

3 

建议明确：注明 P5a

或 P5b 出处或代表

什么意思 

无法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和 GB30000.7

中找到 P5a 和 P5b 

7 4.1.2 表 2 

建议明确：“”易燃液

体中   W5.1 --—类

别 2 和 3，工作温度

高于沸点”中的工作

温度是指什么？ 

工作温度指什么要明确--是环境温度还是工艺上的

温度？ 

8 4.1.2 表 2 

建议明确：易燃液体

中   W5.2 --类别 2

和 3，具有引发重大

事故的特殊工艺条

件，如高温、高压 

确定高温、高压的具体数字----多少度为高温；多少

压力为高压。 

9 4.2.2   

建议明确：在式（1）

中的符号解释中增

加对"s"解释说明 

帮助明白 S 的意义。 

10 4.2.3 

 危险化学品实

际存在量是指现

存的或者任何时

间有可能存在的

最大数量。对于

存放危险化学品

的储罐，危险化

学品存量是该危

险化学品储罐最

大容积所对应的

危险化学品数

量；对于其他容

器、设备或仓储

区，危险化学品

存量是容器、设

备或仓储区存放

危险化学品的实

际最大存量与设

计最大存量中的

较大者。 

建议修改：危险化学

品实际存在量是指

现存的或者任何时

间有可能存在的最

大数量。对于存放危

险化学品的储罐，危

险化学品存在量是

该危险化学品储罐

最大容积所对应的

危险化学品数量；对

于其他容器、设备或

仓储区，危险化学品

存在量是容器、设备

或仓储区存放危险

化学品的实际最大

存量与设计最大存

量中的较大者。 

描述中既包括存量也包括存在量，建议将原来的“存

量”统一改为“存在量”，或统一使用"存量"使整个

标准用词统一 

11 4.4.2   

建议：在式（2）中

的符号解释中增加

对"R"解释说明 

帮助明白 R 的意义。 

12 表 3 Β 校正系数 
建议修改：β 校正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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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AICM position paper on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Site HSE Sub-committee,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

committee and New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kzoNobel, Arkema, Dow, Dupont, Invista, Momentive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MEP issued draft for comments on June 12th,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June 17th, 2016 

Collected comments by June 24th, 2016 

IPAC Core team from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and Site HSE Sub-committee review June 

28th, 2016 

Developed position and circulated to members, June 28th, 2016 

Finalized position by June 28th, 2016 

Intend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board by June 28th -30th, 2016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MEP released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amendment and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s. The last 

version was issued in 2008. The law is a basis of wa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learly stated many system 

and framework, such as emissions permits system, hazardous and toxic water pollutants list, hazardous and toxic 

chemicals elimination and industrial waste water centralized treatment, etc.. Our members raised concerns with 

the law. This is to solicit comments from the public and intended timeline is June 30, 2016.  

 

AICM's comment:  

建议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增加“集中处理设施能够有效去除的污染物，可以执行企业与集中处理设施

达成协议的排放限值，而不执行间接排放标准限值。企业需缴纳排污费，并将协议排放限值与环保部门

备案。” 

AICM suggest 2nd clause of 62nd article to be added that enterprises can carry out emissions limits of 

agreement with central treatment facilities, not carried out indirect emission standard limit. Enterprises shall 

pay a pollutant discharge fee, and be filed with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on emission agreement.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P and follow up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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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和意见 

尊敬的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标准所：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日前，环保部公开征求《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

AICM 积极组织会员公司进行研读，经过仔细沟通和讨论后，现提出如下建议

和意见（如下），供斟酌参考。 

序号 条款 修改建议 主要理由 

1 第 六 十

二条【工

业 废 水

集 中 处

理 相 关

规定】 

建议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增加

“集中处理设施能够有效去

除的污染物，可以执行企业

与集中处理设施达成协议的

排放限值，而不执行间接排

放标准限值。企业需缴纳排

污费，并将协议排放限值与

环保部门备案。” 

征求意见稿中针对集中处理设施不能有效去除的污染

物的情况做了规定，而没有明确能有效去除的污染物

的情况。因此，建议增加相关内容。如果对于集中处

理设施能够处理的污染物也执行企业出水口排放至集

中处理设施的间接排放标准限值，每个企业会需要设

置自己的单独的污水处理厂，这与循环经济和工业园

区集约管理的理念恰恰相反，未能达到环境基础设施

的充分利用 。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6 月 28 日 

联系人：霍立彬   何燕 

电   话： 010-8518 1898，010-8518 1893   传  真：010-8518 1891 

Email: Libinhuo@aicm.cn，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 室，邮编：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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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7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Draft for Comments) 
 

Summary:  

Name: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Draft for Comment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xalta, DIC, Dow, DuPont, IFRA, PPG, Riotinto, SABIC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The first draft: 

MOT issued draft for comments on March 30,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March 31, 2016 

Grouped the first T-con on April 5th, 2016 

The Second circulation to members with survey, April 5th, 2016 

Grouped the Second T-con for comments review at sub-committee on April 13th, 2016 

Developed final position by April 14th, 2016 

Submitted to MOT on April 15th, 2016 

 

The second draft: 

The second draf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June 28th,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and survey for comments, June 29th, 2016 

Follow up sub-committee meeting and discussion, July 6th, 2016 

Collect comments by July 12, 2016 

Group Sub-committee meeting and review, July 18th, 2016 

Circulated draft position and sub-committee meeting, July 21, 2016 

Finalized Position, July 22, 2016 

Forwarded to board for approval, by July 27th, 2016 

Intended to be submitted by July 28th, 2016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last version of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was issued in 2013. The two standards“Excep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GB28644.1)” and “”Limi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 

(GB28644.2)”, though issued officially, were not adopted by the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So it is not implemented actually at road transportation.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MOT revised the measurers accordingly.  

 

As a follow up action from MOT in mid April especially on the first draft proposed, the second draft was issued by 

MOT and other 5 ministries especially from the State Council level for public comments from the state council level 

this time. And upon the second draft, the above argument from industry was fully adopted. To further clarify on 

the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at transportation betwee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goods, we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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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to continue voicing out on behalf of industry to the state council.  

 

Summary:  

5. 建议当危险化学品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但 不符合《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 6944）分类标

准且未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的化学品，在道路运输中不按危险货物管理。 Clarify those 

hazardous chemicals listed in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2015, but does not meet the criteria of 

standard of GB6944, either in GB12268, it shall not be managed as dangerous goods.  

6. 建议每个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毛重不得超过 8000KG The total mass of the dangerous 

goods with limited quantity in each transportation unit shall be no more than 8000kg. 

7. 建议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装，可以豁免《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JT 617）、《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JT 618）的隔离要求。Where the dangerous goods with 

exceptional quantity and limited quantity are in mixed loading with other dangerous goods and ordinary goods, 

it shall comply with the isolation requirements in Rules for the Vehicl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JT 617) 

and Rules for Vehicle Transport, Loading and Unloading Operations of Dangerous Goods (JT 618)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OT Regulation Department and relevant experts,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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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

议与意见 

 

尊敬的交通运输部法制司条法一处： 

您好！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各跨国公司也都一直持续关注我们国家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管理办法的修订进展，我们也期待着与贵司密切合作，共同为推动我国危险化学

品的科学管理及有限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2016 年 6 月就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所进行的调整特别是关于《危险货

物例外数量及包装要求》（GB28644.1）、《危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

（GB28644.2）的引用和采纳对整个行业都将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AICM 会同

会员公司对《办法》的相关内容及与其他相关法规的衔接内容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并在此提出我们的考虑和建议，供贵司及专家讨论和参考。 

第十九条 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装，

应当符合《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JT 617）、《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

规程》（JT 618）的隔离要求。 

建议改为: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装，可

以豁免《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JT 617）、《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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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JT 618）的隔离要求。 

按国标，例外数量豁免除培训和包装标识之外所有的危货运输规定，有限数

量豁免隔离和高危货物的特别安保要求，如果不豁免隔离要求，与国标及联合国

橘皮书冲突，例外有限数量标签是不需要额外标明危险属性和 UN 号的，换言之，

承运人和运管不需再去倒查隔离禁忌。如果仍需隔离，等于例外有限包装仍无法

从实际执行中受益，而且不具有可操作性。 

其他详细内容，请参见附件 1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和附件 2 ADR 3.4.13 和 3.4.14 章节。如上供参考。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7月 18 日 

联系人：何燕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室，邮编：100738 

 

 

 

 

 

 

 

 

 

 

 

mailto:annho@aic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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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序

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第三条 2

款（二） 

（二）“危险化学品”是

指列入危险化学品目

录，并符合《危险货

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6944）分类标准

且列入《危险货物品

名表》（GB 12268）

的化学品。“，  

建议改为：“列入《危险化学品

目录》，但不符合《危险货物

分类和品名编号》（GB 6944）

分类标准且未列入《危险货物

品名表》（GB12268）的化学

品，在道路运输中不按危险货

物管理。 

591 号令中对“危险化学品”有专门定义，

在此办法中不宜再另行定义。 

2 第十四条  

托运人应当对本企业

或者单位与危险货物

运输相关的员工每月

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培

训 

建议改为：托运人应当对本企

业或者单位与危险货物运输相

关的员工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培

训。具体培训要求见《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九条

和第十三条。 

企业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相关的员工人数

众多，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地点甚至省市，

每月进行安全培训频率太高，难以操作。 

因此，我们建议关于安全培训的要求参考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要求。 

  2015 年 80 号令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培训规定》做了一些修改。将第九条第二

款修改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

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48 学时，每年再培训

时间不得少于 16 学时。” 将第十三条修

改为：“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

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4 学

时。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

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

的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

时，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 20 学

时。” 

3 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 例外数量、

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与

其他危险货物、普通

货物混装，应当符合

《汽车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JT 617）、

《汽车运输、装卸危

险货物作业规程》

（JT 618）的隔离要

求。 

建议改为:例外数量、有限数量

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普

通货物混装，可以豁免《汽车

危险货物运输规则》（JT 

617）、《汽车运输、装卸危险

货物作业规程》（JT 618）的隔

离要求。 

按国标，例外数量豁免除培训和包装标识

之外所有的危货运输规定，有限数量豁免

隔离和高危货物的特别安保要求，如果不

豁免隔离要求，与国标及联合国橘皮书冲

突，例外有限数量标签是不需要额外标明

危险属性和 UN 号的，换言之，承运人和

运管不需再去倒查隔离禁忌。如果仍需隔

离，等于例外有限包装仍 

无法从实际执行中受益，而且不具有可操

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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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十一

条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 ，科研、教学等

事业单位，以及军工

企事业单位，采用例

外数量包装形式托运

危险货物，并且每个

运输单元内的例外数

量危险货物包件数量

不超过 1000 个时，豁

免承运企业资质、运

输车辆及其外观标

志、人员资格、道路

通行等有关危险货物

运输的要求 。 

建议 1 改为：取得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

业 ，科研、教学等企事业单

位，以及军工企事业单位，采

用例外数量包装形式托运危险

货物，并且每个运输单元内的

例外数量危险货物包件数量不

超过 1000 个时，豁免承运企业

资质、运输车辆及其外观标

志、人员资格、道路通行等有

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要求 。 

——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开发的企业（例如

很多公司的研发中心，本身也是独立法

人）也应当被包含在内。实际上，拥有专

门研发机构的企业通常都是规模企业。虽

然研发中心或专门机构由于业务范围限制

其申请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但

是其对于危险化学品法规的理解以及管理

通常都是非常系统化的，其安全管理风险

不会比各类事业单位高。 

——同时，研发的性质确定了研发中心、

机构等企业单位对化学品的使用通常都是

品种多但是每种的数量小，因此有限数量

和例外数量的豁免能显著地降低其运营复

杂性及负担，从而促进其研发创新的效

率。 

5 
第二十一

条 

符合第一款要求的企

事业单位（取得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经

营许可证的企业，科

研、教学等事业单

位，以及军工企事业

单位），采用有限数

量包装形式托运危险

货物，并且每个运输

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

危险货物总质量（含

包装）不超过 1000kg

时，豁免运输车辆及

其外观标志、人员资

格、道路通行等有关

危险货物运输的要

求。 

符合第一款要求的企事业单位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科研、教

学等事业单位，以及军工企事

业单位），采用有限数量包装

形式托运危险货物，并且每个

运输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

货物总质量（含包装）不超过

8000kg时，豁免运输车辆及其

外观标志、人员资格、道路通

行等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要

求。对于进出口危险货物多式

联运的国内道路运输段，豁免

每个运输单元危险货物总质量

的限值。 

 

建议 2 改为：  

符合第一款要求的企事业单位，

采用有限数量包装形式托运危

险货物，并且每个运输单元运输

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质量（含

包装）不超过 1000kg 时，豁免

承运企业资质、运输车辆及其外

观标志、人员资格、道路通行等

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要求。 

本条所指的例外数量危险货物

及有限数量危险货物不包括剧

毒化学品、第 1 类爆炸品及第

6类 6.2 项感染性物质。 

便利国际贸易，中国是化学品生产和出口

大国。 

国际（联合国 UN Model Regulation）以

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欧洲 ADR 法规以

及美国的 CFR49 法规）并没有增加对有限

数量危险货物总质量的限制； 

例如：ADR的相似规定：没有对每个运输

单元运输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总质量进行

限制，而仅仅对每个运输单元的标志提出

了额外的要求。ADR 3.4.13 和 3.4.14 章

节中的例子：对于运输 单元载有超过 12

吨的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要求在运输单

元前端和后端张贴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标

志，但该运输单元同时装有其他非有限数

量危险货物时，或者仅张贴危险货物标

志，或者危险货物及有限数量标志同时张

贴；对于集装箱载有超过 12 吨的有限数

量危险货物的，要求在集装箱四面张贴有

限数量危险货物标志，但该集装箱元同时

装有其他非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时，或者仅

张贴危险货物标志，或者危险货物及有限

数量标志同时张贴。（见附件 2） 

 

如果建议 1 不能被采纳，请考虑建议 2：  

在 GB28644.2-2012 的 9.3中列明无须适

用《规章范本》1.4 中的安全规定和

7.2.4 中对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内河运

输的安全规定。因此建议与 GB28644.2-

2012 保持一致，豁免对承运人运输资质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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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十二

条 

托运人及承运人应当

编制危险货物运输事

故应急预案，建立应

急救援小组或者指定

兼职的应急救援人

员，配备必要的应急

救援器材、设备和物

资，并进行经常性的

维护、保养，保证正

常运行。 

建议改为：托运人应提供 24 小

时应急电话并保证在所托运危

险货物的运输过程中保持应急

联系电话畅通，被呼入时能够

及时向承运人提供危险货物危

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急救

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

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承运

人应当编制危险货物运输事故

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小组

或者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

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

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

性的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

行。 

——在托运人所提供的安全技术说明书中

已具体涵盖所托运危险货物的危害，防护

说明，应急处理措施，应急电话等信息，

承运人编制应急预案时已综合参考安全技

术说明书中的相关信息。没有必要要求托

运人重复编制应急预案。 

 

——按照托运人的定义，在实际情况中托

运人的规模和能力差别极大（不同行业、

不同大小等等），要求所有托运人特别是

小型企业也全部建立应急救援小组及编制

应急预案的要求，在操作层面实际上无法

落实。 

7 
第五十四

条 

（二）公安机关负责

核发民用爆炸品、剧

毒化学品购买、道路

运输许可证件以及烟

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

证件，加强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车辆通行管

理，重点查处违反危

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规

定运输危险化学品、

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

行为，未按要求办

理、携带道路运输通

行许可证件，未随车

携带危险货物运单、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

全卡，以及超载、不

按指定时间、路线、

速度行驶等违法行

为。 

（二）公安机关负责核发民用

爆炸品、剧毒化学品购买、道

路运输许可证件以及烟花爆竹

道路运输许可证件，加强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车辆通行管理，

重点查处违反民用爆炸品、剧

毒化学品 安全管理规定、危及

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未按要

求办理、携带道路运输通行许

可证件，未随车携带危险货物

运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

卡，以及超载、不按指定时

间、路线、速度行驶等违法行

为。 

“危险化学品”是指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第三条的有关规定,列入《危

险化学品目录》 的化学品。 

此条款是针对民用爆炸品、剧毒化学品的

安全管理，因此建议撤换“危险化学

品 ”，以“民用爆炸品、剧毒化学品” 来

代替，更加明确。 

8 
第五十四

条 

（五）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部门应当加强对

危险化学品  及其包

装物、容器（不包括

常压罐箱）产品质量

的监督检查，依法查

处质量违法违规行

为，重点查处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及其生产

企业未获强制性产品

（五）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

应当加强对危险货物  及其包

装物、容器（不包括常压罐

箱）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依

法查处质量违法违规行为，重

点查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及其

生产企业未获强制性产品认证

及伪造、冒用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标志等行为。 

此条款是针对包装物、容器产品质量的监

督检查，重点查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及其

生产企业未获强制性产品认证及伪造、冒

用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标志等行为。如

“危险化学品”的定义被采纳，这条款也必

须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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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及伪造、冒用强

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标志等行为。 

9 
第五十八

条  

托运人违反本办法第

八条第一款，委托未

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或

者委托个人承运危险

化学品 的，由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 

建议改为：托运人违反本办法

第八条，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或者

委托个人承运危险货物 的，由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并没有“第一款“，因此建议除去

“第一款“。 

第八条也没提到”危险化学品“，因此建议

把”危险化学品“撤换成”危险货物“ 

10 
第六十七

条 

 

豁免条款 

建议增加： 

（六）危险货物只有 UN3077

或 UN3082 类对环境有害的危

险货物且其包装小于 5 千克或

者 5 升。 

1.UN3077 和 UN3082 类的货物是对水生环

境造成危害，但是道路运输的过程中，该

类的货物进入水生环境的可能比较小。 

2.欧洲 ADR 中特别规定 275 中，在道路运

输中是满足这种条件可是按照普通货物运

输，且没有总数量的限制。 

3.澳大利亚 ADG 中 3.3.3 中的 AU01， 当

包装不超过 400kg 或者中性散装容器运

输，这类的货物按照普通货物进行运输。 

4.日本 UN3077 和 UN3082 类在道路运输

时不视为危险货物。 

11 
第六十八

条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应

当载明危险货物的托

运人、收货人、装货

单位、始发地、目的

地、运输企业、危险

货物品名编号、品

名、危险货物类别及

项别、包装及规格、

数量、24 小时应急联

系电话等信息，并附

录危险货物危险特

性、运输注意事项、

急救措施、消防措

施、泄漏应急处理等

危险货物安全信息。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可

以是电子或者纸质形

式。 

建议改为：危险货物托运清单

应当载明危险货物的托运人、

收货人、装货单位、始发地、

目的地、运输企业、危险货物

品名编号、品名、危险货物类

别及项别、包装及规格、数

量、24 小时应急联系电话等信

息，并附录危险货物危险特

性、运输注意事项、急救措

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理

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或提示危

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

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

漏应急处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

息见 SDS。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可以是电子

或者纸质形式。 

安全技术说明书（SDS）中已具体涵盖所

托运危险货物的危险货物类别及项别、包

装及规格、数量、24 小时应急联系电话

等信息，并附录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

注意事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

急处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3 年第 2 号《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及《GT617-2004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已规定托运人需

提供 SDS，承运人携带《道路运输危险货

物安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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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六十九

条 

 危险货物运单应当载

明危险货物的托运

人、收货人、装货单

位、始发地、目的

地、运输企业、车

辆、罐体、罐箱、起

运日期、驾驶人、押

运人员、危险货物品

名编号、品名、危险

货物类别及项别、包

装及规格、数量等信

息。 

危险货物运单格式由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统一制定。危险

货物运单可以是电子

或者纸质形式。 

建议改为：承运人应在危险货

物运单中载明危险货物的托运

人、收货人、装货单位、始发

地、目的地、运输企业、车

辆、罐体、罐箱、起运日期、

驾驶人、押运人员、危险货物

品名编号、品名、危险货物类

别及项别、包装及规格、数量

等信息。 

危险货物运单格式由国务院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危

险货物运单可以是电子或者纸

质形式。 

需确认：此条款要求的责任主体是否为承

运人？ 

即承运人通过托运人信息复核并录入系统

内电子运单或填写纸质形式运单。 

 

附件 2  ADR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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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8 

 

AICM’s Proposal of Further Simplifying the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WTO Version) 
 

Summary:  

Name: AICM’s Proposal of Further Simplifying the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WTO 

Version)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New Chemical and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led 

by Ms. Eva WAN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kzoNobel, Arkema, Axalta, BASF, Covestro, Chemtura, Croda, DIC, Dow, 

Dow Corning, DSM, DuPont, ExxonMobil, IFRA, Lanxess, Lubrizol, Merck, Mitsubishi, PPG, Rio Tinto, PPG, SABIC, 

Shell, Sumitomo, Symrise, Wacker, and with all members involved at sub-committee meetings and commenting 

period.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Sub-committee meeting to review the most concerns of members with 100 participants from 40 member 

companies, March 22, 2016 

Initiated discussion on Guidance Review upon meeting with MEP-SCC and MEP, in early April, 2016 

Established task forces upon member’s interest and group discussions, April-June, 2016 

Further Survey to all members for concerns in early June, 2016 

Several meetings and visits with MEP-SCC and MEP, in May-August, 2016 

Extensive core team discussions and review the technical points upon feedbacks of authorities, Mid-August, 2016 

Developed draft proposal by early August, 2016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technical points, Mid-August, 2016 

Review and draft proposal by August 30th, 2016 

Circulated the present version our proposal to all members by August 31, 2016 

For approval of board directors, by August 31, 2016 

Intended to be submitted to SCC by August 31, 2016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latest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WTO Version), 

which is a favorable version of industry, was issued in March but not published officially ye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and further reduce the data requirements and simplify the notification 

procedure and workload of industry, new chemical and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is proposing 

the most favorable proposal on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on behalf of members by 

comparing the chemical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in China with EU, US, Japan, Korea, Taiwan, etc.  

 

Summary:  

8. 建议进一步调整新化学物质申报数据要求  Further reduce data requirements of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 将提交毒代动力学测试数据的要求变更为提供根据现有信息（结构、理化性质及毒性测试数据）得

到的评估信息。Adjust the testing requirements of toxico-kinetic study to “provide th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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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hich is currently available, including structur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toxicological test data” 

- 自三级申报开始要求提供 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 90 days sub-chronic toxicity test data shall be 

provided only since Level III. 

- 自二级申报开始要求提供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28 days repeated toxicity test data shall be 

provided only since Level II.  

- 一级申报，要求提供任一种暴露途径的急性毒性测试数据。One acute (any exposure way) toxicity test 

data shall be provided at level I.  

- 简易申报和一二级申报，免除蚯蚓急性毒性测试数据的要求。Earthworm acute toxicity test data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 data requirements of simplified notification and level I and level II notification 

9. 建议适度降低风险评估报告格式和数据要求  Reduce a bit on the risk assessments report, including 

formatting requirements and data requirements 

10. 建议取消“数量累加”规定、减少申报人测试成本、鼓励申报人（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进行申报 Removal 

of “Tonnage Accumulation Rules”, reduce the cost burden of applicant, and promote the notification of all 

applicants especially those SMEs.  

11. 建 议 进 一 步 简 化 新 化 学 物 质 申 报 登 记 流 程  Further simplify the notification procedure and 

paperwork  Note: Annex of CSCL will be attached later upon submission to authorities due to size issue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P-SCC, follow up meeting with MEP and SCC, and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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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简化《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 

(WTO 提案版)的研究报告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新化学物质和有毒化学品管理分委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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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报告的概述 

 

一、研究背景（国家简政放权，鼓励创新）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大量阻碍

市场活力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项目得到清理、取消和调整。在今年

8月 8日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通

知中，国务院更进一步提出了“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要求，并

且细化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和监管制度改革” 、“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等具体内容。 

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现行《指南》在明确申报要求、规范企业申报和专家评审起到了重

要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反映申报成本过于高昂，《指南》包括其修

订稿中不少技术要求和管理措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甚至明显高于化

学品管理制度最先进的地区和国家，比如欧盟(REACH)和美国(TSCA)。

为切实贯彻国务院提出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要求，本报告着重

梳理了《指南》中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通过改进《指南》中的制度设

计、优化数据要求，在科学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下，进一步降低企业申报

成本，鼓励更多的企业申报新化学物质,也直接降低了环保管理部门的

管理成本。 

二、研究结果  

1、关于取消“数量累加”规定的建议 

鼓励甚至是强制企业分享数据是国际化学品管理普遍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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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最大限度利用已有研究成果，

减少不必要的测试，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申报，为此各国

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我国第 7 号令第六条也明确提出了“鼓励申

报人共享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数据”。但在《指南》中规定了只要后

申报人采用了前申报人的测试报告，后申报人的数据要求不再以其

实际申报量为准，而是以“前申报人和后申报人的申报量总和”为

准，即“数量累加”。“数量累加”不仅与上位法 7 号令相抵触，鼓

励重复测试，也极大增加了企业不必要的申报成本。删除《指南》

“数量累加”的规定，有利于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在中国的普及，

同时也是贯彻国务院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工作方案的切实

步骤。 

2、关于调整测试数据要求的建议 

在不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要求的前提下，本着

鼓励更多企业来申报登记、高效使用环保管理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原则，

调整数据要求。 

a) 将提交毒代动力学测试数据的要求变更为提供根据现有信息

（结构、理化性质及毒性测试数据）得到的评估信息。 

b) 自三级申报开始要求提供 90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 

c) 自二级申报开始要求提供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 

d) 一级申报，要求提供任一种暴露途径的急性毒性测试数据。   

e) 简易申报和一二级申报，免除蚯蚓急性毒性测试数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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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测试数据的现行要求是目前我国大大超出欧盟、美国、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同类要求的，仅 a）b）c）项的经济和时间成本约

为人民币 3，530，000 元和至少 9 个月（以所需时间最长的测试为

准）。 

具体管理依据和技术依据请参见附件 1:区域间低申报量级的

毒理学及生态毒理学测试成本对比。 

3、关于风险评估内容的建议 

实行风险评估是我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的发展，也是未来更科学、更有效实行化学品管理的趋势，在国际上

也同样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采用。但是，相比风险评估报告格式和数

据要求，风险评估的技术规范才是风险评估的技术依托，是决定是否

真正地实行了风险评估的根本。目前我国的《化学物质风险评估导则》

和《新化学物质危害性鉴别导则》一直处于修订过程中，至今仍未正

式公布，风险评估软件和很多重要暴露参数的默认值都处于缺失状态，

风险评估还处在学术发展的阶段。因此，建议适度降低风险评估报告

格式和数据要求，加快我国风险评估的基础参数、技术和经验的发展，

待数据和技术渐趋成熟时，再变风险评估报告由参考为审评依据，进

行真正的科学的风险评估。 

4、简化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流程 

我国的管理资源非常紧张，如何能提高投入产出比、实现效益最

大化，既是管理部门也是企业界一直在探讨的话题。随着国务院“简

政放权”政策要求的出台，在不影响环保部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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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标、不存在风险提高的前提下，建议简化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流

程，如：已通过专家评审的同一新化学物质，不必重复进行专家审评；

简化只因商业活动目的变更登记证持证人的申报流程；允许已获登记

证的持证人向下游贸易商分配登记量；在不影响主管部门使用数据的

前提下，适度延迟年报提交时间；简化科研备案信息要求，放宽形式

审查；在执行层面上进一步明确受控物质的范围等。 

总之，即使上述研究成果全部被采纳，我国的新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要求也不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要求，同时，企业界和环

保部管理部门的申报成本、管理成本和时间成本会显著下降。 

 

第二章 关于取消“数量累加”规定的研究结果 

 

一、 “数据分享”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降低注册成本的好办法 

化学品测试是一系列昂贵的实验。我们初步估算结果表明，1-10

吨的测试成本大致在 100万人民币，10-100吨测试成本在 300万，100-

1000吨在 750万，>1000吨在 1000万以上。 

为了降低企业注册成本，最大限度利用已有成果，减少不必要的

测试，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申报，各国政府比如欧盟、韩国，

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甚至出台了各种政策，强制企业之间分享数据。数

据要求仅与实际申报量级有关，与数据分享行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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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者A

1级数据拥有者

10吨

申报者B

获得1级数据

5吨

分享数据

独立进行风险评估

独立进行风险评估

注册

注册

 

图 1 “数据分享”下企业的注册流程 

 

二、指南中采用的“数量累加” 与 7 号令鼓励“数据分享”的原则相

抵触 

7 号令第六条明确提出“鼓励申报人共享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数

据”，这与国际化学品管理的“数据分享”原则完全一致。 

但是《指南》第 46 和第 47 页却规定，只要进行了数据分享，哪

怕是其中的一份测试报告，后申报人的数据要求不再以他的实际数量

为准，而是以“前申报人和后申报人的申报量总和”为准（以下简称“数

量累加”）。WTO版的《指南》与现行指南规定相同。此要求直接限制了

“数据分享”。 

以下图 2 一级申报人 B 为例，他实际生产 5 吨新化学物质，面临

两个选择，1）从申报人 A(10 吨)分享一级数据，按“数量累加”要求，

数据要求变为 2级，因此他需要再花费 2百万进行测试，2）进行一级

测试，需要花费 1百万进行重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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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者A

1级数据拥有者

10吨

申报者B

5吨

独立进行风险评估 注册

注册

数据要求变为2级

10+5=15吨

数据要求为1级

5吨

独立进行风险评估
分享数据

增加2级测试内容

重复1级测试内容

是

否

图 2

 “数量累加”下企业的注册流程 

 

三、“数量累加”不是达到法规管理目标的方法 

1、 “数量累加”与国际化学品管理普遍采用的“数据分享”做

法相违背，也与国务院鼓励“共享经济”政策相违背； 

2、 在“数量累加”规定下，图二申报人 B 显而易见的选择是

重复测试。这实际上是鼓励申报人进行没有必要的重复测试（测

试成本 1百万），而惩罚“数据分享”（测试成本 200百万）； 

3、  “数量累加”违背了科学原则。一份试验报告的价值在于

它是否真实地反应了物质的危害性，而与其是否曾经用于申报无

关。但是《指南》规定使得申报历史成为衡量测试报告价值的最

重要指标。用过的报告与首次递交的报告，价值差别以百万人民

币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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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量累加”目的是要确保实际数量与申报数量一致。但

这是靠后期“监管”来实现的，而不是靠前端审评限制“数据分

享”来实现的。 

四、限制了“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在中国的广泛实施 

欧盟现有化学物质大概在 10万左右。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化工

大国，估计化学品数量不会少于这个数，但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仅有

4.5 万左右，这意味着中国有大约 5.5万的新化学物质。需要申报的新

化学物质数量巨大，高昂的申报成本让自觉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的企

业少之又少，大量中小企业远离申报和监管，游离在新化学物质管理法

规体系之外,而守法企业也逐步放弃在中国进口、生产、扩产新化学物

质计划。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合理降低申报成本。 

综上所述，取消《指南》“数量累加”的规定，有利于新化学物质

管理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同时也是贯彻国务院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工作方案的切实步骤。 

参考文献详见附件 2：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关于数据分享 

 

第三章  关于调整测试数据要求的研究结果 

 

一、关于调整新化学物质申报中急性毒性测试要求的建议 

1. 急性毒性数据-中国要求与国外要求的对比 

 
申报量级 中国 欧盟 美国 韩国 台湾地区 

一级 

（ 1≤  Q <10 

急性经口毒性，应

结合理化特性和

急 性 经

口 

对测试无强

制性要求，但

急性经口 经口、经皮、

吸入至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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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主要的暴露途径，

提供相应的急性

经皮毒性和/或急

性吸入毒性试验

数据 

如有测试数

据则必须提

供 

供一种暴露

途径 

2. 急性毒性测试基本情况 

 

 

 

 

3. 急性毒性数据在新化学物质登记评审中的意义 

急性毒性是机体一次（或 24h 内多次）接触受试物后，在短期内

（一般不超过 14天）所引起的毒性效应，甚至死亡。通过急性毒性测

试可确定受试物的致死剂量等急性毒性参数，通常以半数致死剂量

（LD50）
2为最主要的参数。在新化学物质登记评审中，LD50 值可为受试

物的急性毒性分级和标签管理提供依据；急性毒性测试中观察的毒性

效应可为了解受试物短期暴露对机体造成的毒作用性质，初步判断毒

性作用靶器官并了解动物致死的原因，为研究毒作用机制提供线索，进

而为制定预防中毒措施和中毒急救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调整建议与理由 

建议：一级申报（1 ≤ Q < 10 t/a）时，只要求提供一种暴露途

径的急性毒性测试数据即可，首选经口途径，也可结合申报用途，选择

最接近实际操作过程的一种暴露途径。 

                                                             
1 根据国外实验室报价整理。实际测试费用、样品量和时长根据具体测试实验室、测试方法、测试条件以及物

质的状态的不同而稍有不同。 

 

测试终点 测试成本
1
 

（人民币） 

测试时长 

（月） 

测试所需样品量（克） 

急性经口 9,300 3 20 

急性经皮 22,800 3 20 

急性吸入 60,800 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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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1）中国对于急性毒性测试的要求大大严于国际普遍要求 

 根据新化学物质登记中，中国与国外对急性毒性数据要求的对比可

知，一级申报（1 ≤ Q < 10 t/a）时，美国对测试数据无强制性要求，

欧盟、韩国、台湾地区等均只要求进行急性经口毒性测试或经口、经皮、

吸入暴露途径中选择一项进行急性毒性测试，可见一种暴露途径的急

性毒性测试要求已经能满足美国、欧盟、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对年生产/

进口量< 10吨的化学物质的管理要求。中国对于一般毒性测试的要求

大大严于国际普遍要求。 

2）一种暴露途径的急性毒性数据足以满足<10 t/a 的申报量化学

品的风险管控要求 

年生产/进口量< 10 吨的化学物质，使用量很少，其在使用过程中

引起多次反复暴露的风险很低，此时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在使用该化学

物质过程中，出现短时间大量暴露时的可能危害及预防和应急处置方

式。应对这样的要求，当有一项急性试验数据时，管理者已经可以根据

此项数据对化学物质进行合适的分类和标签管理，选择合适的安全预

防措施，并对短时间大量暴露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正确的应急处置。因

此，在一级申报时无需就要求所有暴露途径的急性毒性数据。 

经口、经皮和吸入是急性毒性动物试验的主要暴露途径。一般情况，

作为工业化学物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最常出现的接触方式为经皮和

吸入，同时考虑可能出现的误食情形。但从实验室操作的便利情况考虑，

首选经口动物试验。此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工业化学物质的实际申报用

途，根据化学物质的特性及其使用时的具体暴露方式，可以选择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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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过程的一种暴露途径进行试验。 

综上，建议在一级申报时，要求提供一种暴露途径的急性毒性测试

数据即可，首选经口途径，也可结合申报用途，选择最接近实际操作过

程的一种暴露途径。 

 

二、关于调整新化学物质申报中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要求的建议  

1.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中国要求与国外要求的对比 

申报量级 中国 欧盟 美国 韩国 台湾地区 

一级 

（1≤ Q <10 

t/a） 

结合申报用途，提

供至少一种暴露途

径的 28天反复染毒

毒性数据 

无要求 对测试无强制

性要求，但如

有测试数据则

必须提供 

无要求 无要求 

2. 28 天反复染毒测试基本情况3 

测试终点 测试成本 

（人民币） 

测试时长 

（月） 

测试所需样品量（克） 

28天经口 

反复染毒 

355,500 6 500 

3. 28 天反复染毒测试数据在新化学物质登记评审中的意义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为亚急性（短期反复）毒性测试，可检测

机体（实验动物或人）连续较短时间（28 天）接触受试物后所引起的

毒性效应。在新化学物质登记评审中，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可以初

                                                             
3
 根据国外实验室报价整理。实际测试成本、样品量和时长根据具体测试实验室、测试方法、测试条件以

及物质的状态的不同会稍有不同。 
3
 NOAEL：在一定试验条件下，未观察到任何与受试物有关的毒性作用的最大染毒剂量或浓度。 
3
 LOAEL：在一定试验条件下，受试物引起实验动物形态、功能、生长发育等发生有害改变的最低染毒剂量

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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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估计未观察到有害作用的水平（NOAEL）4和最低可观察到有害作用的

水平（LOAEL）5，了解受试物短期反复暴露对机体造成的毒作用性质，

从而进行初步的风险评估，并根据在使用该化学物质过程中，出现短期

反复暴露时的可能危害制定预防和应急处置方式；也可为申报高量级

时，进行亚慢性（90 天反复染毒）测试的剂量设计和观察指标提供依

据。 

4. 调整建议与理由 

建议：在一级申报时，无需要求提供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数据。将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要求自一级申报（1 ≤ Q < 10 t/a）开始变更

为自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开始。 

理由： 

1）中国对于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的要求大大严于国际普遍要

求 

    根据新化学物质登记中，中国与国外对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数据要

求的对比可知，一级申报（1 ≤ Q < 10 t/a）时，美国、欧盟、韩国、

台湾地区等均不要求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测试数据。其中，美

国对测试数据均无强制性要求，欧盟、韩国、台湾地区等在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开始才要求提供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可见

急性毒性测试要求已经能满足美国、欧盟、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对年生产

/进口量< 10吨的化学物质的管理要求。中国对于 28天反复染毒毒性

测试的要求大大严于国际普遍要求。 

                                                             
4 NOAEL：在一定试验条件下，未观察到任何与受试物有关的毒性作用的最大染毒剂量或浓度。 

5 LOAEL：在一定试验条件下，受试物引起实验动物形态、功能、生长发育等发生有害改变的最低染毒剂量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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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性毒性测试数据足以满足<10 t/a 的低申报量化学品的风险

管控要求 

急性毒性是机体一次（或 24h 内多次）接触受试物后，在短期内

（一般不超过 14天）所引起的毒性效应，甚至死亡。通过急性毒性测

试可确定半数致死剂量（LD50
6），并根据 LD50值为受试物的急性毒性分

级和标签管理提供依据；也可了解受试物短期暴露对机体造成的毒作

用性质，初步判断毒性作用靶器官并了解动物致死的原因，为研究毒作

用机制提供线索，进而为制定预防中毒措施和中毒急救治疗措施提供

依据。 

一级申报（1 ≤ Q < 10 t/a）时，申报物质的使用量很少，其在

使用过程中引起多次反复暴露的风险很低，此时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在

使用该化学物质过程中，出现短时间大量暴露时的可能危害及预防和

应急处置方式。应对这样的要求，当有急性试验数据时，管理者已经可

以根据此项数据对化学物质进行合适的分类和标签管理，选择合适的

安全预防措施，并对短时间大量暴露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正确的应急

处置。 

3）一级申报时即要求提供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不符合实际新

化学物质管理的需要 

      一方面，一级申报（1 ≤ Q < 10 t/a）的低申报量化学品反复

暴露风险较低，急性毒性测试数据足以满足该量级化学品风险管控；另

一方面，28天反复染毒毒性所需测试成本高（约 RMB 360,000），花费

                                                             
6 LD50: 在一定试验条件下，引起 50%受试动物死亡的统计学剂量，以单位体重接受受试物的质量（mg/kg bw）表示。可判断受试物对机

体的毒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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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耗时约 6 个月）。因此，一级申报时即要求提供 28天反复染

毒毒性测试，在科学上并无必要性，又可能违背动物福利，造成资源浪

费等。 

综上，基于对各国化学品管理法规的比较、风险管控和实际化学品

管理的要求，新化学物质登记一级申报（1 ≤ Q < 10 t/a）时要求提

供急性毒性测试数据可平衡兼顾满足科学要求和有效化学品管理的要

求。建议：在一级申报时，无需要求提供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数据。将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要求自一级申报（1 ≤ Q < 10 t/a）开始变更

为自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开始。 

 

三、关于调整新化学物质申报中 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要求的建议 

1. 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中国要求与国外要求的对比 
申报量级 中国 欧盟 美国 韩国 台湾地区 

二级 

（ 10 ≤  Q 

<100 t/a） 

结合申报用途，提

供至少一种暴露途

径的 90天反复染毒

毒性数据 

无要求 对测试无强制

性要求，但如

有测试数据则

必须提供 

无要求 无要求 

 

2. 90 天反复染毒测试基本情况7 

测试终点 测试成本 

（人民币） 

测试时长 

（月） 

测试所需样品量

（克） 

90天经口 

反复染毒 

770,000 9 2000 

 

3. 90 天反复染毒测试数据在新化学物质登记评审中的意义 

                                                             
7
 根据国外实验室报价整理。实际测试费用、样品量和时长根据具体测试实验室、测试方法、测试条件以

及物质的状态的不同会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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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为亚慢性毒性测试，可检测机体（实验动物

或人）连续较长时间（相当于生命周期的十分之一）接触受试物后所引

起的毒性效应。在新化学物质登记评审中，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可

以确定长期接触的未观察到有害作用的水平（NOAEL）8和最低可观察到

有害作用的水平（LOAEL）9，了解受试物较长期反复暴露对机体造成的

毒作用性质，为制定人类接触安全限值提供初步依据，并根据在使用该

化学物质过程中，出现长期反复暴露时的可能危害制定预防和应急处

置方式；也可为申报更高量级时，进行慢性测试的剂量设计和观察指标

提供依据。 

4. 调整建议与理由 

建议：在二级申报时，无需要求提供 90天反复染毒毒性数据。将

90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要求自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开始变

更为自三级申报（100 ≤ Q < 1,000 t/a）开始。 

理由： 

1）中国对于 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的要求大大严于国际普遍要

求 

    根据新化学物质登记中，中国与国外对 90天反复染毒毒性数据要

求的对比可知，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时，美国、欧盟、韩

国、台湾地区等均不要求 90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测试数据。其中，

                                                             
8
 根据国外实验室报价整理。实际测试成本、样品量和时长根据具体测试实验室、测试方法、测试条件以

及物质的状态的不同会稍有不同。 
b NOAEL：在一定试验条件下，未观察到任何与受试物有关的毒性作用的最大染毒剂量或浓度。 
c
 LOAEL：在一定试验条件下，受试物引起实验动物形态、功能、生长发育等发生有害改变的最低染毒剂量

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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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测试数据均无强制性要求，欧盟、台湾地区等在三级申报（100 

≤ Q < 1,000 t/a）开始，韩国更是自四级申报（Q ≥ 1,000 t/a）开

始才需要提供 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数据。可见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

要求已经能满足美国、欧盟、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对年生产/进口量< 100

吨的化学物质的管理要求。中国对于 90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的要求大

大严于国际普遍要求。 

2）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数据足以满足<100 t/a 的申报量化学品的

风险管控要求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为亚急性（短期反复）毒性测试，可检测

机体连续较短时间（28 天）反复接触受试物后所引起的毒性效应，确

定相应的 NOAEL和 LOAEL，进而初步进行风险评估，探究该化学物质在

某种特定的使用条件下是否存在风险，最终针对申报物质该申报量级

的使用制定出相应的安全预防措施。另一方面，也为亚慢性及慢性毒性

试验的剂量、观察指标、毒性终点的选择提供参考信息。90 天反复染

毒毒性测试为亚慢性毒性测试，可检测机体（实验动物或人）连续较长

时间（相当于生命周期的十分之一）接触受试物后所引起的毒性效应，

确定长期接触的 NOAEL/LOAEL，为制定人类接触安全限值提供初步依据。

与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相比，90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的区别主要在

于暴露时间延长，暴露剂量和观察指标均随之调整。 

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时，申报物质长期反复暴露的风

险较低，此时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在使用该化学物质过程中，出现短期反

复暴露时的可能危害及预防和应急处置方式。应对这样的要求，当有 28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时，管理者已经可以对该申报量级下申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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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使用进行初步的风险评估，并制定适应的安全预防措施，从而有效

控制相关风险。 

3）二级申报时即要求提供 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不符合实际新

化学物质管理的需要 

一方面，28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足以满足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量级化学品风险管控；另一方面，90天反复染毒毒性所需

测试成本高（约 RMB 770,000），花费时间很长（耗时约 9 个月）。因

此，二级申报时即要求提供 90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在科学上并无必

要性，又可能违背动物福利，造成资源浪费等。 

随申报量级的增加，申报物质在使用过程中的风险逐级增加，相应

的，工业界建议以“逐级累加、循序渐进”原则提高对毒理学测试数据

的要求。在特定的申报量级，一方面需通过相关毒理学测试掌握申报物

质危害性、暴露水平及人体健康和环境风险信息，另一方面也要全面权

衡毒理学测试在科学性和实际管理工作中的有效性，做到既能保障动

物福，又能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不浪费，从而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合

理地、最大限度地为化学品的使用带来足够的信息，满足管理者针对申

报物质不同量级的使用制定出相应的安全预防措施的要求，最终达到

控制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综上，基于对各国化学品管理法规的比较、风险管控和实际化学品

管理的要求，新化学物质登记二级申报（10 ≤ Q < 100 t/a）时要求

提供 28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数据可平衡兼顾满足科学要求和有效化学

品管理的要求。建议：在二级申报时，无需要求提供 90 天反复染毒毒

性数据。将 90 天反复染毒毒性测试要求自二级申报（10 ≤ Q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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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开始变更为自三级申报（100 ≤ Q < 1,000 t/a）开始。 

四、关于新化学物质申报中毒代动力学数据要求的建议 

1. 毒代动力学数据-中国要求与国外要求的对比 

国家/地区 法规10 毒代动力学数据要求 

中国 

新化学物质

申报登记指

南（WTO版） 

从二级始，要求提交吸收和排泄的相关信息，如测试数

据、相关文献或同系物的研究数据等。 

自三级始，分类为危险类新化学物质的（不包括仅因为

皮肤腐蚀/刺激、严重眼损伤/刺激性、呼吸道或皮肤致

敏以及吸入危害分类指标划分为危险类新化学物质的

情形），应提交完整的毒代动力学的测试报告。 

欧盟 REACH 
对于 ≥ 10 t/a 的物质，需根据可获得的已有相关信

息，进行毒代动力学行为评估。 

美国 TSCA 无 

韩国 K-REACH 无 

日本 CSCL 无 

台湾地区 TW-REACH 
致癌、致突变、生殖毒性类别 2的新化学物质交测试报

告，其余可交测试计划。 

加拿大 NSNR 无 

澳大利亚 NICNAS 无 

新西兰 HSNO 无 

 

2. 毒代动力学测试基本情况 

                                                             
10 REACH: 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TSCA: 化学物质审查和生产控制法；K-REACH: 化学品注册和评

估法案; CSCL：化学物质审查和生产控制法；TW-REACH: 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NSNR：新物质申报法规；

NICNAS:国家工业化学品申报和评估体系；HSNO：危险物质和新生物体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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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终点 
测试成本11 

（人民币） 
测试时长（月） 测试所需样品量（克） 

吸收和排泄 570,000 6 500 

完整测试 2,500,000 9 500 

 

3. 毒代动力学测试数据在新化学物质登记评审中的意义 

毒代动力学，即毒物代谢动力学，是从速度论的观点出发，用数学

模型分析和研究受试物在体内吸收、分布、生物转化和排泄过程及其动

力学的规律，从而了解受试物的毒作用机制。通过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

可获得以下信息：受试物的吸收量和吸收率，受试物在不同组织、器官

和体液腔中的分布表型，受试物与组织位点和血浆蛋白间的可逆性结

合，代谢类型和代谢率，排泄率和生化参数等。因此，在新化学物质登

记评审中:1)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主要可在进行其他长期毒理学动物

测试前，为设计和优化试验计划提供更多的信息。2)通过毒代动力学动

物试验获得的受试物吸收，分布，排泄和代谢等信息通常是权衡和解释

其他毒理学动物测试获得的数据的辅助信息。3）毒代动力学测试获得

的主要参数，如生物利用度和/或不同暴露途径的吸收率等值可应用与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中。 

4. 调整建议与理由 

建议：将要求提供测试数据变更为提供根据现有信息得到的评估信

息。 

理由： 

                                                             
11 根据国外实验室报价整理。实际测试费用、样品量和时长根据具体测试实验室、测试方法、测试条件以及物

质的状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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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对于毒代动力学测试的要求大大严于国际普遍要求 

由毒代动力学数据-中国要求与国外要求的对比表可知，仅台湾地

区对于致癌、致突变、生殖毒性类别 2的新化学物质需提交测试报告，

其余可交测试计划；欧盟对于 ≥ 10 t/a的物质，提供毒代动力学行

为评估信息即可；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无毒代动力学数据要求。而中国要

求自二级（10 ≤ Q < 100 t/a）始，提交吸收和排泄的相关信息，如

测试数据、相关文献或同系物的研究数据等；自三级始（100 ≤ Q < 

1,000 t/a）始，分类为危险类新化学物质的（不包括仅因为皮肤腐蚀

/刺激、严重眼损伤/刺激性、呼吸道或皮肤致敏以及吸入危害分类指标

划分为危险类新化学物质的情形），应提交完整的毒代动力学的测试报

告。该要求大大严于国际普遍要求。 

2） 毒代动力学数据本身并不能提供化学物质的危害信息 

通过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可获得受试物在机体内吸收、分布、代谢

和排泄的信息，一方面在进行其他长期毒理学动物测试前，可以为设计

和优化试验计划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解释其他毒理学

动物测试相关数据的辅助信息。但毒代动力学数据本身并不能提供化

学物质的危害信息，因此如果已有其他毒理学动物测试数据可充分表

征受试物质的危害特征，或已经知道受试物的毒性低或生物利用度低

（在二级申报时，根据所提交的数据已经可以获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

都无需进行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 

3） 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数据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和意义非常有

限 

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获得的主要参数为生物利用度和/或不同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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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的吸收率等值。而这些值，在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中可以由更加

保守的默认值替代。因此，除非不得不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结论进行

精确的修正，没有必要单独进行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ECHA《信息要求

和化学品安全评估指南》第 R7.12 章-毒代动力学指南（ECHA，2012）

对如何从理化数据，毒性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推导与毒代动力学行为

信息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进行毒代动力学评估可作为参考。 

4） 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对实验室能力要求高，花费成本高，试验

周期长 

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观察的毒理学端点是多方面的，其实验设计

可以千差万别。同时考虑到工业化学物质特性远比药品、农药等特殊化

学物质的复杂，因此，开展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的实验室，需具备极高

专业能力和丰富的试验经验。企业若计划开展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将

面临：国外 GLP实验室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动物实验“3R”原则及动物

福利大都不愿开展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国内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的实

验室较少，出具的试验报告可能不被国际认可的境地。 

另外，一个完整的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所需花费的成本很高（国外

GLP 实验室报价在 30 万到 50 万美元，国内实验室报价约 250 万人民

币），试验周期较长（耗时约 9 个月）。在全面权衡毒理学测试在科学

性和实际管理工作中的有效性的基础上，在新化学物质登记中，根据已

有相关信息（结构、理化性质及毒性测试数据等）进行毒代动力学信息

评估，既能做到既能保障动物福，又能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不浪费，

并最终满足管理者控制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态

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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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考虑到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数据的要

求、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的试验目的、科学意义、其在风险评估中的有

限应用及动物测试成本和试验周期，建议：中国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时，

自二级（10 ≤ Q < 100 t/a）始，只需提供根据现有信息得到的毒代

动力学评估信息，而无需进行毒代动力学动物测试。 

五、蚯蚓急性毒性试验-低量级申报免除试验的建议 

1、国内要求与国外要求的对比 

法规 

数据需求 

豁免条件和说明 量级

（t/y） 
报告/计划书 

中国新化学物

质申报 

0.1-1
*
 

测试报告 - 土壤吸附性很低 

1-10
#
 

10-100
#
 

100-1000 

>1000 

欧盟 REACH 

100-1000 

测试计划书 

–不会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土壤环境暴露； 

- 若土壤生物毒性数据缺乏，分配系数法可以

用于评估对土壤生物的危害 
>1000t/y 

韩国 REACH 

100-1000 

测试计划书 

– 对土壤环境的暴露可忽略；或者 

- 分配系数法可以用于评估对土壤生物的危

害 
>1000 

台湾地区

REACH 

100-1000 
测试计划书 - 不会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土壤环境暴露 

>1000 

日本化审法

（CSCL） 
对蚯蚓急性毒性数据无要求 

美国有毒有害 

法案（TSCA） 
对蚯蚓急性毒性数据无要求 

*
 当水中溶解度低于 100mg/L，饱和浓度下对水生生物没有毒性的，应提供陆生生物（首选蚯蚓）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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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 
#
 当水中溶解度<1mg/L，且 log Koc>3.5时需提交。 

  如表所现, 日本化审法和美国有毒有害法案均未对蚯蚓急性毒性数

据做出要求。欧盟 REACH 及韩国和台湾地区类 REACH 法规仅在高量级

（申报中有成员申报量级>1000t/y，而非所有成员累加量级>1000t/y）

要求提交测试计划书。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国家仅在高量级对蚯蚓急

性毒性有需求。如果已有数据满足风险评估的需求，比如可以用分配系

数法评估陆生毒性，或者不会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土壤环境暴露，则高

量级也可以豁免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2. 测试数据的基本情况 

检测项目 测试成本 测试时长 测试样品量 测试机构 测试报告内容 测试报告页数 

蚯蚓急性毒性

试验 

25000 元 3 个月 50g 
取得简易申报

测试的机构 

参照化学品测

试方法 207，或

OECD207 

中文测试报告

大概页数 15

到 20 页 

此测试主要参照已于 1984年发布的 OECD207蚯蚓急性毒性试验测

试标准。相比水生毒性测试标准，蚯蚓急性毒性测试标准在最近的 30

年没有被 OECD修订。在国内取得简易申报及以上资格的测试机构可以

进行蚯蚓急性毒性试验。基于与国内部分测试机构关于蚯蚓急性毒性

试验的有限讨论信息，大部分试验未检出蚯蚓急性毒性。环境保护部和

国内测试机构可以分析已经完成的蚯蚓急性毒性试验的结果，评估简

易申报及一级和二级常规申报蚯蚓毒性试验毒性结果检出率，为风险

管理提供支持。 

3. 测试数据在评审中的意义 

新化学物质申报中对于陆生环境系统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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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评价中的一部分。对于陆生毒性的判断主要可以通过陆生无

脊椎动物和陆生植物的急性和长期实验进行，如蚯蚓急性毒性实验

（207）、蚯蚓繁殖毒性实验（222）、线蚓繁殖实验（220）、陆生植物生

长实验（208）及种子发芽和根生长的毒性实验（299）等。蚯蚓急性毒

性试验主要为评估化学物质对土壤中蚯蚓的急性毒性影响提供测试数

据。《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中对蚯蚓急性毒性的数据要求涵盖简

易申报及常规申报各量级，具体要求详见表 1。 

4. 调整建议与理由 

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化学品管理法规发现大部分国家对蚯蚓急性毒

性试验无要求或仅在高量级且现有数据无法满足风险评估时要求提供。

在风险评估中蚯蚓急性毒性数据对低量级风险评估贡献非常有限。建

议在低量级包括简易申报及常规申报一二级免除蚯蚓急性毒性试验要

求，在高量级无法满足风险评估要求时提供蚯蚓急性毒性试验。具体理

由阐述如下： 

化学物质对于陆生生物的毒性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1）物

质溶解于水，然后通过土壤或沉积物中的空隙水直接与陆生生物接触

产生毒性效应；2）物质吸附于土壤中，通过食物途径被摄入陆生生物

体内而产生毒性效应，这时必须考虑的是通过土壤/沉积物有机碳中所

吸附的物质被长期大量摄入后所产生的蓄积效应。 

第一种作用途径主要是针对较易溶解于水的物质，其水中溶解度

较高而土壤吸附性很低，所以其自由溶解态可以直接对陆生生物进行

暴露并产生相应的毒性效应。对于此类化学物质，由于其水溶解度数值

明确且较大，通过已知的土壤中的水和固体的比例，并计算土壤中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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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配系数，就可以清楚地由计算得到化学物质在土壤中的预测无效

应浓度（PNECsoil）。即可以基于水体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water）通

过平衡分配法计算得到 PNECsoil，进而评价其对陆生环境的风险水平。 

对于亲脂性的化学物质，其毒性效应主要通过食物摄入而产生毒

性效应。这种情况下，由于物质的亲脂性，它可以较好地透过生物细胞

的脂质双分子层，然而这类物质同时也存在辛醇水分配系数高而水溶

解度低的特点，在通过食物途径被摄入的过程中，其生物体内消化系统

的体积远远小于其比表面积，所以与体积相关的水溶解度成为生物利

用度的决定性因素，虽然透过生物膜的物质的量增加，但由于物质的水

溶解度较低，其可能的毒性作用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暴露和大量的体内

蓄积过程才能够产生。对于较低申报量级的物质，由于没有长期大量的

暴露，因此对陆生生物的风险较小或风险可控。 

因此，从生态毒理学和风险评估的科学角度考虑，在低量级的化学

物质申报中，采用其水生毒性数据和平衡分配法，就能够很好的评价亲

水性物质对陆生环境的风险，对于疏水性物质，由于数量的限制，没有

蓄积危害性，相应的陆生环境的风险较小或可控。综上，基于风险评估

考量及对各国化学品管理法规的比较，建议在低量级包括简易申报及

常规申报一二级免除蚯蚓急性毒性试验，在高量级无法满足风险评估

要求时提供蚯蚓毒性数据。 

 

第四章 关于风险评估内容的研究结果 

自 2010年以来，中国新化学物质常规申报从仅进行物质危害鉴定过

渡到实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要求也是本次指南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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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部分。行业基于这些年收集、编写风险评估报告的经验，对

指南修订中的风险评估报告数据要求做以下建议，希望酌情考虑： 

一、 风险评估报告仅作为申报的参考文件而不做审核要求，及时修订

技术标准 

相比《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WTO版）》中风险评估报告格式

和数据要求，风险评估的技术规范包括定性和定量生态风险评估、定

性和定量健康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和程序才是风险评估的技术依托，

是重中之重。鉴于目前我国的《化学物质风险评估导则》仍处于征求

意见过程中，并未正式公布，在《指南》中规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

格式和数据要求的时机并不成熟。 

建议本次指南修订中不要包含风险评估报告数据的具体细化要

求，在将来《化学物质风险评估导则》修订过程中可以再对风险评估

报告内容及数据提出细化要求，从而合理的指导企业提交合格的风险

评估报告。并且建议将风险评估报告仅作为申报卷宗中的参考文件提

交，而不对该报告做审核要求，以实现行政减负和简政放权的目的。 

二、10 吨以上的申报物质提交风险评估报告 

目前中国新化学物质常规申报要求大于 1吨的所有量级都需进行

风险评估。目前欧盟 REACH下是从 10吨以上的申报物质才需提交风

险评估报告，而美国 TSCA 下是由 EPA组织多学科会议对申报卷宗进

行评估。 

鉴于工业界大量的申报集中在 1-10吨的申报量级，该量级的物

质生产和使用的量较少，分散的范围相对来说也较小。为了贯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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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的目的，建议 10吨以上的申报物质才需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即

使如果仍然要求 1-10吨的物质也需提供风险评估报告的话，也希望

能考虑无 GHS危害分类的物质免于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因为该类物质

的固有属性相对有 GHS分类的物质而言更安全，在相应的风险控制措

施支持下对人和环境的暴露完全可控，没必要再编写风险评估报告进

行详细阐述。 

三、10 吨以上的无机物无需进行 PBT 或 vPvB 鉴别 

目前在中国新化学物质常规申报要求大于 1 吨的所有量级都需进

行 PBT（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或 vPvB（高持久性和高生物

累积性物质）鉴别，但是通常情况下低量级的毒理学数据需求中对于有

些数据缺口比较大，比如 1-10吨的申报资料中不需要进行生物蓄积的

测试，也缺少 CMR（致癌、致畸和生殖毒性物质）的数据信息，因此在

1-10 吨的数据缺口下进行 PBT 或 vPvB鉴别通常是不准确的，因此建议

10吨以上的申报物质才需在风险评估中进行 PBT或 vPvB鉴别。 

另外，鉴于无机物在生态毒理数据要求中免于提交生物降解试验

数据，并且实际上绝大部分金属化合物不具有生物活性，因此也很难给

PBT 或 vPvB鉴别提供相关的数据支持，GB/T 24782《持久性、生物累

积性和毒性物质及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物质的判定方法》也表明

不适用于无机物。因此建议 10吨以上的非无机物才需在风险评估中进

行 PBT 或 vPvB鉴别。 

四、构建中国自己的暴露评估-构建暴露场景，在此之前允许参考欧美

的风险评估软件中的环境暴露场景描述并适当放宽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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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场景是一系列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的集合，用来描述

化学物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如何生产或使用的，以及生产者/进口

者如何控制、或建议下游用户如何控制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

暴露。 

欧盟 REACH开发了很多风险评估软件（比如 EUSES、ECETOC 

TRA、EasyTRA等），在不同暴露场景下设定了很多重要暴露参数的默

认值，申报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正，从而最终用于暴露评

估和风险评估。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官方的风险评估软件或者模型参

数，只有通过注册人在风险评估卷宗中详细描述生产工艺、物料衡

算、三废的产生和处理及流向、作业或消费使用环节的暴露、国内市

政或园区污水处理厂的数据、自然环境参数等等所有的数据和信息来

阐述暴露场景。 

但是基于进口类型的物质而言，有些数据可能并不对国内的使

用环节的风险评估起到关键作用，而在指南中列举这些信息要求有些

繁冗且不具有实际意义。另外，不论是进口类型还是生产类型的物

质，风险评估报告中对于生产工艺和物料衡算的要求很严，但是如果

一个物质的固有属性（危害表征）比较安全，是否可以考虑适当放宽

其他方面的参数需求。因此建议在出台国内的风险评估软件或者模型

参数之前，允许参考欧美的风险评估软件中的环境暴露场景描述，并

针对国内实际情况对默认值进行适当的修正，并适当放宽生产工艺、

物料衡算、自然环境参数等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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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订危害性鉴别导则，降低被列到危险类新化学物质及重点环境

管理危险类新化学物质类别的比例 

目前中国新化学物质常规申报将物质划分为一般类新化学物质、

危险类新化学物质及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新化学物质，需要在风险评

估报告中由注册人划分说明。而作为技术依托的《新化学物质危害性鉴

别导则》一直处于修订过程中仍未正式公布，业界在编写中国新化学物

质常规申报卷宗时也只能依照 2014年的征求意见稿为参考。 

但即使按照修订中的《新化学物质危害性鉴别导则》所列的判断原

则，一直以来都有过于严格的困惑以致于相当多的物质被划分到了危

险类新化学物质及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新化学物质类别，该划分后续

还可能涉及到物质风险管控措施趋严或者 5年后进名录面临重重问题。

而且基于前面提到的在低量级数据缺口下进行 PBT或 vPvB鉴别有困难，

由注册人在风险评估报告中自证物质是否属于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新

化学物质有困惑，而且通常情况下注册人的自评结果低于专家评审的

分类建议。 

因此建议先对《新化学物质危害性鉴别导则》所列的判断原则进行

修订，降低被列到危险类新化学物质及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新化学物

质类别的比例，以实现行政减负和简政放权的原则。 

 

第五章 简化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流程的研究结果 

一、 细化管理范围、切合管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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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境外登记证持有人可授权同一供应链的下游企业使用，无需

重复登记。 

新化学物质在进口到中国前，往往会经过多层贸易商转手销

售。直接向中国出口的境外贸易商，往往不能掌握足够信息完成登

记。现行《指南》规定只有进行直接进出口贸易的双方可进行申

报，同一供应链上的生产商、上游或下游贸易商，需要针对同一批

新化学物质重复申请登记证。 

欧盟、美国等规定可以进行联合申报，日本允许新化学物质登

记证持有人分享登记量给其他贸易商，避免针对同一新化学物质重

复登记。 

因此建议进口情形下扩大可进行申报的主体，允许间接出口商

进行申报，境外登记证持有人可授权同一供应链的下游企业使用，

无需重复登记。 

 

 

 

 

 

 

 

1、 建议明确物质豁免类别的判别标准 

生产商 (9t 登记证) 

境外 境内 

出口 4t 

出口 3t 

出口 2t 

4t 

3t 

2t 

销售 5t 

贸易商 A 

销售 2t 

贸易商 B 

实际进口到 

中国的只有 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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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或天然存在的物质是否豁免类别目前暂无判别标准，主要

按个案处理，由固管中心讨论后给予答复。而管理机构在不了解具

体工艺流程的情况下，不易做出判断，尤其是允许豁免的判断。参

考其他国家的判断结果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建议在两个及以上国家/地区满足某豁免类别的物质，该类别

也可在中国豁免新化学物质申报。 

二、 优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1、建议延长年度报告提交时间的期限。 

现行《指南》规定登记证持有人应在每年 2 月 1日前提交年度

报告。但对于上一年度 12 月批准登记的物质的实际活动情况很难

在 1个月内完成收集、统计并提交。同时 12月底至 2月份初恰逢

国外圣诞、新年以及中国春节等国家法定假日时间，也会不利于数

据收集。此外，由于登记物质数量随着年份增加，每年的年度报告

数量也会随着年份成倍增加，登记证持有人准备报告信息的时间也

将随之增多。 

日本要求在 4月 1日前提交年度报告（附件 3 日本 CSCL 法规，

年度报告相关内容已标黄）。 

因此，建议延长年度报告提交时间期限。虽然，《新化学物质

环境管理办法》规定了年度报告时间为每年的“2月 1日前”，但

考虑企业实际困难，便于企业遵照相关管理规定，建议修改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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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证持有人应于每年 4月１日前向固管中心提交上一年度（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的年度报告”。 

2、建议简化重复申报的材料要求和审批程序 

常规申报按量级管理，同一申报数量级别下，测试数据和风险

评估的要求相同。因此，使用已登记物质的全部测试数据进行重复

申报的，危害评估完全相同，如果暴露场景不变，风险评估过程和

结论将完全一致。重复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只是增加企业和审批部

门人力和时间成本，同时不同专家评审尺度不尽相同，可能导致评

审结论不一致。 

为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建议使用已

登记物质的全部测试数据进行重复申报的，且与前申报为同一申报

数量级别，如果暴露场景不变，则无需重复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固

管中心根据前申报物质评审结论直接出具处理意见，上报环保部，

不必进行专家评审环节。 

3、建议放宽登记证变更情形 

近年来随着国际化工市场波动，各公司内部构架调整、业务变

化非常频繁，导致登记证随业务调整而转移的需求迫切。如在集团

公司内部的业务调整，只是进口/生产新化学物质的部门归属或财

务结算发生变化，而实际进口/生产活动完全没有变化，并不会增

加登记物质的环境风险。 

因此，为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建议对于集团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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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调整导致登记证需转移至不同法人的情形，如登记新化学物

质的实际活动、操作人员、暴露场景完全不变，允许登记证持有人进

行登记证变更，无需重新申报。 

4、建议简化科研备案信息要求和形式审查要求。 

科学研究用途的新化学物质，一般呈现短期、频繁、少量、多种

类等特点。由于科研新化学物质的申报量很小（小于 100Kg/a），其

在生物安全、环境污染方面的风险也相应很小。科研备案信息内容较

多，形式审查要求严格，补正比例较高，都使得企业的人力和时间成

本增大，不利于企业的科研创新活动。 

欧盟 REACH 规定年产生量 1 吨以下的可控制的科学试验、分析

及化学研究项下的化学物质，豁免其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申报。美国

TSCA 也同样豁免仅为科学试验或化学研究、开发产品等分析研究目

的少量新化学物质进行申报。 

因此，建议简化科研备案申报中关于科研机构信息内容（请见附

件 4 简化后新化学物质科研备案表），放宽审查要求，还原信息备

案的本质。 

 

附件 1 区域性的申报量级的毒理学及生态毒理学测试费用对比 

附件 2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关于数据分享（略） 

附件 3 日本 CSCL 法规 其中关于年度报告已标黄（略） 

附件 4 简化后新化学物质科研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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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域性的申报量级的毒理学及生态毒理学测试费用对比 

序

号 测试 

测试方

法 

测试价格

（RMB） 

1≤Q<10 t/a  10≤Q< 100t/a 

CN  

现行有

效版 

CN  

WTO 版 REACH 

CN  

现行有效版 

CN 

WTO 版 REACH 

1 急性经口毒性  401 9,300 √ 

√* 

√ √ √ √ 

2 急性经皮毒性 402 22,800 √   √ √ √ 

3 急性吸入毒性  403 60,800 √   √ √ √ 

4 皮肤刺激或皮肤腐蚀 404 12,200 √ √ √** √ √ √ 

5 眼刺激 405 12,200 √ √ √** √ √ √ 

6 皮肤致敏  429 23,000 √ √ √*** √ √ √ 

7 28天反复毒性  407 355,500 √ √   √ √ √ 

8 

致突

变性 

细菌回复突变试

验 
471 22,100 √ √ √ √ √ √ 

9 

体外染色体畸变

试验 
473 142,600 √ √   √ √ √ 

10 

体外基因突变试

验 
476 71,300         

√**** 

√ 

11 

体内染色体畸变

或微核试验 
474/475 52,700       √   

12 其他试验   134,100           

13 90天反复毒性  408 770,000       √ √   

14 生殖/发育毒性  421 641,000       √ √ √ 

15 

毒代动力学 417 570,000       
√（吸收动力

学信息） 

√（吸收和

排泄相关信

息） 

√（评估信

息） 

 
    660,500 78,800  2,899,600 1,372,800 

 √* 提交急性经口毒性。应结合理化特性和主要暴露用途，提供相应的急性经皮毒性和/或急性吸入毒性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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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估数据→体外数据         

 √*** 评估数据→体内数据         

 √**** 

根据一级致突变试验的结果有不同的要求 

       

           

序

号 测试 

测试方

法 

测试价格 

（RMB） 

1≤Q<10 t/a  10≤Q< 100t/a 

CN  

现行有

效版 

CN 

WTO 版 REACH 

CN  

现行有效版 

CN 

WTO 版 REACH 

1 藻类生长抑制毒性 201 30,000 √ √ √ √ √ √ 

2 溞类急性毒性 202 30,000 √ √ √ √ √ √ 

3 鱼类急性毒性 203 30,000 √ √   √ √ √ 

4 活性污泥呼吸抑制毒性 209 35,000 √ √   √ √ √ 

5 吸附/解吸附性 
106 80,000 √ √   √ √ 

√（筛选试

验） 

6 
降解

性  

快速生物降解性 301 30,000 √ √ √ 

√** √** 

√ 

7 固有生物降解性 302 35,000         

8 不同 PH下水解性 111 50,000       √ 

9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207 25,000 √* √*   √* √*   

10 鱼类 14天延长毒性试验 204         √     

11 大型溞类繁殖试验 211 85,000       √ √   

12 生物蓄积性 305 85,000       √ √   

   
   260,000 90,000  515,000 285,000 

√* 当水中溶解度<1 mg/L且 log Koc > 3.5 时提交。 
     

√** 当测试结果为不具快速生物降解性时，提交固有生物降解试验数据；当测试结果为不具生物降解性时，提交与 pH

值有关的水解作用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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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简化后新化学物质科研备案表   

新 化 学 物 质 科 学 研 究 备 案 表  受理号： 

受理时间： 

第一部分 申报人信息 

1.1 申报人信息 (境内申报人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附件号：                   ) 

名称： 

地

址 

境内 
工商注册地址：       省(区、市)       市(地区、州、盟)     区             邮编：          

实际活动发生地址： 

境外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Email：                           

互联网址：http:// 

境

外

可

不

填 

行业分类，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代码：□ □□□□ 

性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科研院所；□其他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法人机构代码：□□□□□□□□—□ 

职工人数：               ；安全环保管理人数：                ；占地面积(平方米)：                     

所属集团(或主管单位)： 

1.2 代理人信息(代理委托合同或协议以及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附件号：                   )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人机构代码：□□□□□□□□—□ 

联系人姓名：               ，E-mail：               ，固定电话：               ，手机：                

地址：          省(区、市)        市(地区、州、盟)        区                          邮编：             

1.3 实施科学研究的单位信息(科学研究的单位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附件号：                   ) 

单位名称： 

地址：        省(区、市)        市(地区、州、盟)        区                          邮编：             

1.4 申报声明 

我声明： 

(一) 本人已熟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7号令)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 

(二) 所提交申报表及附件中的所有资料真实可靠，来源合法，未侵犯他人权益，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由此导致的

一切法律责任； 

(三) 提交的电子文件与打印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四) 同意在核准的申报量范围内，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7号)第三十四条规定下进行科研

活动； 

(五) 已提交新化学物质危害特性和环境风险的全部已知信息。 

(申报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证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证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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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科学研究备案基本情况 

2.1 申报物质化学名称      申报物质数量(共     个)(注：超出1个时，以列表方式提供2.1～2.4、2.9项信息) 

化学名称 

(□保密) 

中文： 

 

 

英文： 

 

 

其他名称： 

2.2 结构信息 

分子式(□保密)： 分子量： CAS号(□保密)： 

2.3 申报物质常温常压下状态：□固体；□液体；□气体；□其他                               

2.4 申报活动及申报量：□生产；申报量(千克)：          ；□进口；申报量(千克)：           

2.5 申报理由 

□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不满0.1吨的； 

□ 为了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物进行新化学物质生态毒理学特性测试而进口新化学物质测试样品的。 

2.6 第三方提供信息(□保密) □否；□是(第三方提供信息清单附件号：                   ) 

第三方单位名称：                            ；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E-mail：                               

2.7 科研项目的技术责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E-mail： 

2.8 科学研究项目的情况(□保密) 

项目目标和计划： 

申报物质在项目中的用途和功效： 

2.9 科学研究过程中对新化学物质的现有管理要求： 

 

2.10 科学研究后对废弃新化学物质的管理处置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制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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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9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Survey List) 

 

Summary 

Name: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Survey List)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with great support from Responsible Care Committee 

Core team activities:  

Circulated the survey list from SAWS Survey Project Team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July 28th, 2016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SAWS and deliver key message on behalf of members, August 2, 2016 

Grouped members to review the survey list from SAWS and delivered the key notes from SAWS, August 12, 2016 

Survey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to all members, August 12, 2016 

Round-table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with key stake holders in Beijing on August 17th, 2016 

Established core team upon member’s interest and group discussions, August 17- early Sep. 2016 

Extensive core team meetings and discussions to review the member’s comments, and draft working proposal, 

August 17- Early Sep. 2016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technical points, Sep5-6th, 2016 

For approval of board directors, by Sep. 8, 2016 

Intended to be submitted to SAWS Survey Team, by Sep. 12, 2016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SAWS issued survey list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and invited AICM to 

provide working proposal for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in late July, 2016. Upon further surveys results from 

our members and feedbacks of Survey Team of SAWS, we drafted working proposal upon our most concerned 

topics. 

 

Summary:  

12. 对危险化学品安全法中有可能涉及的行政审批的项目进行明确建议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the license 

permit system involved i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13. 关于危险化学品定义的建议：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自己的管理职责、管理目的和需要管理的危险化学品

风险等级来选择合适的危险化学品品种（或/和危险化学品类别）和数量进行分级管理。Concerning 

defini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relevant national authorities shall conduct the management measurers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or categories of hazardous chemical) and volume of 

chemicals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ir duties.  

14. 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建议：将危险化学品流通环节（运输+仓储）的监管，统一由交通部按照危险货

物进行监管。Suggest the management over th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shall be under the MOT duty roles 

to keep a consistent management practices.    

15. 关于危险化学品鉴定和分类建议: 鉴定分类的工作中企业是主体，相关机构负责监督 

16. 过程安全管理的建议：涉及过程安全管理适用对象，风险管理等 Process Safety Related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risk management etc.  

17. 危险化学品应急响应：建议引进危险化学品泄漏报告量的概念  Suggest the concept of volum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released sha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emergency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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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建议应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及环境风险角度实行分级管理  Banding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risk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shall be introduced.   

19. 对于小剂量危险化学品应根据下列情况进行简化或豁免行政管理有特殊管理（如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等）和分级管理单独豁免条款的危险化学品除外 For those hazardous chemicals of low volume shall 

be treated with more simplified license system or waived from administrative system, except those hazardous 

chemicals with special management measurers, e.g. highly toxic chemicals, precursor substances, and those 

subjected to the banding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SAWS Survey Expert Team, follow up meeting and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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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调研提纲内容的意见与建议 

 

尊敬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监管三司： 

尊敬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调研项目组各位专家：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

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贵司于 2016 年 8 月 2 日起组织各相关行业协会及企业就《危险化学品安全

法》进行调研及专题座谈会, AICM 及其会员公司高度重视，并组织会员公司于 8

月 17 日进行专题讨论，就拟将修订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中涉及到的行政许

可、危险化学品定义、危险化学品的储运要求、危害性鉴别与分类、过程安全管

理、应急救援与分级管理、小量化学品豁免等行业内高度关注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与研究，基于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科学性及风险可控性的角度提出了可行性

建议。现将研究结果进行集中反馈，供各位专家参考。 

一、危险化学品安全法中有可能涉及的行政审批的建议 

（一）关于“危化品新改扩建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包括安全评价）”（《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591号令）》,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二条） 

建议一：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

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

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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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未进行安全评价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理由：保留安全评价要求，但不再作为一个行政审批项目，而是由企业和评

价单位确保其建设项目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等的要求。政府部门可以委托第三

方对安全评价进行技术评估。 

建议二：“国家根据建设项目的安全风险，对安全评价实行分类管理。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安全评价报告书、报告表 或者填写安全

风险登记表 

(一)可能构成重大安全风险的，应当编制安全评价报告书对安全风险进行全

面评价； 

(二)可能造成轻度安全风险影响的，应当编制报告表； 

(三)安全风险很小、不需要进行评价的，应当填报登记表。 

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理由：保留现有的安评审批制度，但对安评制度作出改革，比如引入类似环评

的分类分级管理，由总局出台目录，对于危险性高的项目，要求安评报告，对于

危险性低的项目，简化其安评要求，体现基于风险的管理。可在现有《条例》第

十二条已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上述条款，对此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再授权安监总

局制定详细的实施规定。 

（二）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议：保留目前条例中对于这一许可的规定，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

生产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

可证。” 

（三）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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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本法中不作规定。 

理由：本法是管理化学品安全特性的，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是关于化学品

质量的，比如纯度等。该许可证颁发并不能增进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而且现

行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已经明确了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

容器的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无需在本法中再重复规定。 

（四）关于“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报告” （《条例》第十六条） 

建议：在本法中不作规定。 

理由：根据国务院简政放权的要求，环保部 2016 年 7 月的《关于废止部分

环保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环保部令第 40号）已经废止了《危险化学

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环保部第 22号令），即在实际上这一要求已经不

再实施。对于危险化学品的环境管理，可以在相关环保法律中作出规定，比如在

环保部 2016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国家

开展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逐步淘汰、限制、替代有毒有害化学品”（ 第六十

条）。此外，还可以通过强化危险化学品信息报告制度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享，来达到加强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的目的。 

（五）关于生产、储存和使用危险化学品单位的定期安全评价及其备案 

建议：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

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

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

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 

上述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至少保存五年。 

理由：对于危化品企业的定期第三方安全评价的确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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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现安全隐患和问题，并及时采取整改措施，但其范围应当限于需要取得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以及使用许可证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构成

的安全风险更大。对于备案，建议取消，因为这属于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范围，

应当由企业负责落实，实际当中部分地区安监部门也没有实施备案，要求企业保

存评价报告和整改方案备查即可。 

（六）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建议：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企业（属于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

定。 

理由：鉴于使用危险化学品数量较大、构成较大风险的企业并不仅限于化工

企业，比如使用液氨制冷的食品加工企业，此类企业也发生过较为严重的安全生

产事故，因此建议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适用范围从目前《条例》规定

的“化工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 

（七）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建议：国家对特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零售、批发和进出口）实行许可

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特定的危险化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

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特定的危险化学品的范围，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

卫生和食品药品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并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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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现行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制度的适用范围过于广泛，而带来的实

际上的安全上的益处则十分有限，很多不带存储设施的经营企业仅仅从事的是贸

易行为，并没有实际的危险化学品存储、运输等活动，无需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进行管理，因此建议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适用范围规定为“特定的危

险化学品”，比如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对于仓储经

营，建议单独作出规定，而不是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来进行管理。请参见后

面关于仓储部分的建议。 

（八）关于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和剧毒化学品道路通行证 

建议：保留目前《条例》中的相关规定 

（九）关于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运输许可 

建议：从事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应当分别依

照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

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理由：明确区分“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只有从事属于危险货物的

危险化学品进行道路或者水陆运输的，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十）关于危险化学品登记 

建议：国家实行危险化学品报告制度，危险化学品生产和进口企业应当向国

家化学品信息管理机构定期报告危险化学品的相关信息，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以及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 

国家化学品信息管理机构应当向公众公开危险化学报告信息，但属于国家机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国家化学品信息管理机构应当与其他负有

危险化学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共享危险化学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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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报告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理由：现行的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已经在实质上成为了一种行政许可，要求

企业在开始生产或进口前必须完成，十分不利于企业的科研创新和新产品的引进

和开发。从目的上来说，危险化学品登记所希望达成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企业的

定期自我申报完成，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化学品登记的信息可以公开，

并应当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共享，避免重复要求企业申报相同的信息。 

二、关于危险化学品定义的建议 

建议：本法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

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自己的管理职责、管理目的和需要管理的危险化学品风

险等级来选择合适的危险化学品品种（或/和危险化学品类别）和数量进行分级

管理。 

理由：危险化学品的品种特别多，对所有的危险化学品品种进行逐一的行政

管理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关注的化学品品种和数量由于其

职责不同而不同。所以要提供灵活性，让各个职能部门管理自己所关注的化学品

及其数量。譬如生产安全更关注理化特性和反应性、职业安全更关注毒性、运输

和储存更关注燃爆性、公共安全更关注剧毒且无色无味的化学品。 

根据风险大小和管理目的进行分级管理是贯彻国家简政放权的积极表现，也

能够解放一部分行政审批的资源来对法律法规的执行进行监管，一举两得。管理

手段可以采取行政许可、要求备案和企业自律多种方式。 

说明：全球在推广实施的 GHS 提倡了一个通用要求，那就是根据化学品已有

数据和全球统一的 GHS 危害分类标准来对企业所生产的化学品进行分类，确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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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并通过 SDS 和 Label将其危害对下游进行沟通。从而让接触它的人能够安全

的使用此种化学品。 

中国承诺实施 GHS，危险化学品名录选取了 GHS28 类中的 81 项来进行管理。

危害分类和危害信息传递对保证化学品的安全使用是很重要的。对所有的危险化

学品，都要求对危害分类和危害沟通（SDS、Label）提出要求。危害分类和沟通

是企业责任。 

三、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建议  

建议：将危险化学品流通环节（运输+仓储）的监管，统一由交通部按照危

险货物进行监管。 

危险化学品的仓储实行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的分级管理。对危险货物第 1

类爆炸品、第 2 类气体、第 3 类易燃液体、第 4 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第 5 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第 6 类中的毒性

物质、第 8 类腐蚀性物质进行仓储行政许可管理，生产企业自用型仓库除外。危

险货物第 9类杂项中的危害环境物质以及其它的只具有环境危害或非急性健康危

害的危险化学品不进行行政许可管理。 

需要获得危险货物仓储行政许可的企业应按照相关规定向主管部门递交申

请，得到批准后方可开始运营。相关主管部门应在批准许可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将所批准的危险货物类别和储存量与公安消防部门进行信息共享。 

危险货物的存储要符合相关的危险货物储存标准。国家应对危险货物第 1 类

爆炸品、第 2 类气体、第 3类易燃液体、第 4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

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第 5 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第 6 类中的毒性物

质、第 8类腐蚀性物质建立储存养护技术条件标准。危险货物第 9 类杂项中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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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环境物质以及其它的只具有环境危害或非急性健康危害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

建立储存养护技术条件标准， 但应满足泄露时方便收集、防渗漏的要求。 

国家应对极易燃烧或导致重大爆炸事故的个别危险化学品建立储存标准，如

硝酸铵、硝化纤维素、磷化氢、砷化三氢（胂）、液化天然气（LNG）、有机金属物

质（烷基金属）、镁颗粒及粉末、钛、锆等。 

禁止储存国家明令禁止存储的危险化学品，在工艺过程中的化学品除外。 

理由： 

1）港口内一种管理方式，港口外又是另外一种管理方式，不利于建立全国

一致的仓储管理方式和要求； 

2）两个不同的国务院职能部门，就同一事项分别管理，不利于职、权、责

划分； 

3）流通环节中的仓储，和生产、经营中的仓储有很大的不同。其本质上属

于运输中的一环。与作为生产设施的仓储以及经营设施的仓储有很大不同。 

4）流通环节中的仓储，化学品种多，分属不同的货主，因此以危险货物的

方式管理更为合适。 

说明：由于危险化学品品种极多，建议只对风险较大的危险货物的存储按照

危险货物类别进行行政许可管理，不要按照危险货物品种进行许可。 

对仓储高风险的个别品种化学品或个别种类化学品要通过建立标准提出特

别管理要求。国际上欧美国家也是对仓储高风险的个别品种化学品或个别种类化

学品通过标准提出了特别的管理要求。 

此建议的许可范围和国家之前的行政许可范围一致。更便于管理人员理解和

接受，便于行业操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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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危险化学品鉴定和分类建议 

（一）鉴定分类职责划分建议： 

1、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和经营企业（包括进口企业）需对所生产的，销售

的产品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进行危险性识别和分类，销售前向下游客户提供符合

要求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危险化学品包装上张贴或者悬挂化学品

安全标签。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和经营企业在无法提供相关危害信息时，须委托有资

质的实验室开展危险性鉴别，或公认的科学的替代方式识别化学品的危险性。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的或者经营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

险特性的，应当立即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及时通知

下游客户。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和经营企业应配置专职或者兼职的化学品安全管理人

员，负责但不限于化学品危害分类，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编写和危

害沟通等。也可委托有资质或有能力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为其提供符合要求的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2、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和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部门负责危险性鉴定实验室以及企业分类的监督检查。 

理由和说明： 

1. 目前进口和出口危险化学品时，每一个产品每年都要求危险化学品危险性

鉴定报告即使是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化学品和企业已经声明危险化学品的

产品，同样要求鉴定。对于已经识别出的危险化学品，再要求进行危险性鉴定实

在严重增加产品进出口成本，影响了进出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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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的行为主体为生产和经营企业，企业产品上市之前必须完成其性能、

应用方式以及危险性的识别，并准备好危害沟通文件的传递和张贴。 

对于危险化学品分类，参照国际上化学品分类做法，联合国 GHS 指导书（紫

皮书）第 4 版 1.1.2.5(b)参数 2（二）：全球统一制度（注：即 GHS）依据的是

目前可获得的数据。由于统一分类标准是根据现有的数据制定的，因此，如果符

合这些标准，将不要求重新试验已有公认试验数据的化学品。 

2.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和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部门政府单位是政府职能部门，责任是监督，监督检查市场上化学品测试

实验室以及企业有无按照国家要求去完成测试以及危险性分类，对于未执行的企

业和实验室，督促整改。 

五、关于过程安全管理的建议 

第一条 过程安全管理适用对象 为防止化学品泄露、中毒、火灾、爆炸等事

故，达到下列条件的单位需执行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订的过程安全管

理具体规定： 

（一） 具有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教育、科研机构 

（二） 使用、生产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和达到生产规模的教育、科研

机构 

（三） 运营重点监管危险工艺的企业和达到生产规模的教育、科研机构 

（四） 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共同规定需适用过程

安全管理的危险废物收集、处置单位的条件 

对在场地之外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单

位，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订需监管的化学品名录和量的阈值，要求其在场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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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安全管理要求，防止化学品泄露进入环境及次生事故，并在信息沟通、

应急响应等环节考虑对外界环境的影响。 

理由和说明： 

1、 目前国内安监总局化工过程管理的标准和文件没有指出风险多大的危

险化学品企业需要实施“过程安全管理”，没有重点全部实施如此严格的管理消

耗大量成本，有些风险很小、没有必要实施过程安全管理，社会资源投入与风险

和社会效果不相称。建议严格的管理要求应仅适用于危险程度达到一定阈值者，

如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署 OSHA PSM、欧盟塞维索指令均设置前置标准，其前置标准

与中国重大危险源识别标准基本一致，在此借鉴。 

2、 本条第一款第四项考虑部分危险废物具有和危险化学品一样的危险性，

甚至危害信息更缺乏，处置过程中也很大的化学风险，应通过过程安全管理控制

安全风险。 

3、 第二款是考虑美国 OHSA的 PSM被美国环保署风险管理计划 EPA RMP接

受，对在场地外有重大环境风险的危险化学品设施同样需适用 OSHA PSM，EPA 也

制订了与 OSHA前置筛选阈值接近的清单。 

4、 部分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使用或研发的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工艺的危

险度和对社会的风险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企业生产水平，应该和企业一视同仁，

不是基于不同的法人身份，而是基于危险程度，纳入安全监管。)  

第二条 本质安全 国家鼓励危险化学品设备设施按照本质安全的要求设计、

建设、运营、维护。国家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考虑经济技术条件和行业

状况，制订建筑防火、防爆防雷、化学品设施设备安全、仪表和自动化、低风险

工艺路线等降低原生风险的设计要求、控制措施和禁止规定，以控制、降低危险

化学品设备设施的原生风险。强制性规定应以法规、规章等正式立法形式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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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鼓励行业协会、专业团体制订设备设施和工程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等

环节有利于实现本质安全、提高过程安全管理水平的技术标准，鼓励分享、推行

最佳实践。 

研究发展中的新工艺、新产品在小型实验阶段即应考虑物质稳定性、反应热、

反应速度、异常反应等过程安全技术因素，在小型实验和各级放大阶段进行适当

的风险评估，尽可能研发原生风险低的新工艺、新产品。 

理由和说明：有条件的情况下，首先追求本质安全，让最初的风险在经济

和技术可行条件下最低。同时针对目前过程安全领域各类规章、通知、行业标准

指出强制性的规定等较多，应避免通过非正式立法的通知、标准等制订，应通过

正式立法提出强制性要求。同时各项现有规定内容也不一致，应在本法通过后逐

步整理。其中技术性标准，根据国务院的改革方向，适宜由行业协会和专业团体

来制订，企业选择适用，而不是全部由政府部门制订。工艺放大中的安全风险容

易被忽略，也造成过恶性事故，在此提出风险评估的要求。 

第三条 基于风险的管理 过程安全管理应遵循基于风险进行管理的原则，管

理要求内容、严格程度应与风险及控制目的相一致，以达到社会成本投入和收益

最优化。相应的风险标准由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根据适用场合，风险标准

分为定性、定量或半定量标准。风险标准包括不可接受上限和可接受下限。风险

介于不可接受上限和可接受下限之间时，应遵循在技术和经济可行的基础上风险

最小化原则。 

国务院有关部门基于风险标准和控制目标，规定外部安全防护的允许风险阈

值，并制定相应的风险评估方法指南。规划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在区域规划和危

险源选址审批时应将是否满足风险标准作为重要条件加以考虑。适用过程安全管

理的单位基于需要控制的风险和控制目标合理分配资源，建立和运行适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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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其中风险较大者，应对危险源进行定量风险评估， 

   理由和说明：严格的管理带来大量的后续资源投入，总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

要抓住重点，事半功倍，就要基于需要控制的风险在各个环节考虑适当的管理方

式。同时本条提出 ALARP原则，即在特定范围内，在技术和经济可行的基础上风

险最小化原则。部门领域已有风险标准，如安监总局 2014 年 13号公告《危险化

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但覆

盖面还很有限)       

第四条 变更管理 生产和运营过程风险控制相关因素发生变更时，企业应采

取变更管理措施，评估、制订充分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并根据法规要求及时变

更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重

大危险源登记，并将消防和应急处置信息及时通报给消防部门和其它应急处置机

构。前文所述变化包括生产工艺、物料装卸和输送、设施设备布局、原材料、工

具、法律法规、组织、关键人员等可能影响过程安全管理的变化。 

对过程安全存在显著影响，且首次在国内工业化规模应用的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单位应提交包含控制措施的风险评估报告，降低残余风险到可接受程度，

并在得到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实施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应对新建项目和纳入变更管理的项目在项目完成阶段

检查各项安全要求是否实施，确保安全条件满足方可投入使用、运营。 

理由和说明：本条款对应 PSM 中重要环节 MOC和 PSSR。各种“变更”是当前

过程安全管理的趋势，也有助于全面控制风险。当然具体管理要求和深度应和风

险的类型及大小相适应。同时，本条款提出过程安全管理立法建议中唯一的行政

许可，对过程安全存在显著影响，且首次在国内工业化规模应用的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需得到安监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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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过程危害分析 新建项目和纳入变更管理的生产过程重大变更应进

行过程危害分析，选择合适的方法，对事故的危险类别、出现条件、后果等进行

分析，评估可能性与严重性，制订工程控制、行政管理、个人防护的风险控制方

案。 

对于风险控制方案存在重要疑问的或存在重大风险的，应适当量化评估已有

保护层的保护能力及失效概率，确定保护措施等级是否充分。 

过程安全分析由企业组织进行，并根据风险和管理状况、技术发展，不多于 5

年再验证过程安全分析。本法生效时需实施过程安全管理的单位尚未进行过程安

全分析的，应在 3年内完成首次过程安全分析。 

理由和说明：过程安全分析的职责方应该是企业，“再验证”的规定在目前非

正式立法的一些通知中也存在，这里把这个要求正式化，同时给已经运营、尚未

进行过程安全分析 PHA 的企业 3 年期限来满足要求。本条款对应 PSM 中 PHA，并

根据中国现有立法和 PSM在跨国化工公司的实践，有部分内容发展。 

第六条 设备设施完整性 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应建立预防性保养方案，结合定

期维保、事件后维修等措施，对关键仪表、设备、零部件、设施等进行重点管理，

在设计、制造、采购、安装、运营、维护保养等各个环节确保设备设施及其整体

品质，维护设备设施的适用性与完整性， 

理由和说明：本条款对应 PSM 中 Mechanical Integrity & Quality 

Assurance。） 

第七条 过程安全信息 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应妥善收集管理、及时更新化学品

性质、工艺过程参数、设施设备、仪表电气、安全器材、应急措施、联系方式等

过程安全信息，提供给过程安全各项管理使用，并供被影响的员工查阅，不得以

商业秘密为由限制政府部门、安全管理人员和相关员工获得。消防和应急所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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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应提供给当地消防部门和其它应急处置机构。 

在过程安全管理、安全评价、安全监管等信息对内或对外公开环节，提供或拥

有过程安全信息权利的单位可以对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仅提供现场查阅的公开

方式，可以要求查阅者签订保密协议并采取其它合理限制措施，排除竞争对手或

潜在通过上述信息获得商业利益者者获得。 

理由和说明：本条款对应 PSM 中 PSI，同时提出以下两点新的内容。在提

供安全信息给相关方的同时，应赋予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和其它合法商业机密的权

利，避免竞争对手借机窃密或其它方获得不正当利益，导致企业反而不愿意积极

提供安全信息。同时着重要求消防和应急信息应提供给消防和其它应急处置机构，

后者可能包括医院、急救站、承担区域任务的企业联合消防队、民防系统的应急

队伍等 

第八条 防止多米诺效应 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在过程危害分析、应急管理等工

作中应考虑防止工艺单元和设备的破坏影响相邻设备设施，次生更加严重的事故，

同时考虑防止被相邻设备设施事故影响。 

具有过程安全管理单位的地方政府、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集中区域管理机

构应协调过程安全实施单位，在风险预防、信息分享、运行控制、应急响应中互

相提供支持和帮助，共同避免连锁灾难性事故发生，并将消防和应急处置所需信

息通报给消防部门和其它应急处置机构。 

理由和说明：多米诺效应是欧盟塞维索法令 防止重大危险设施连锁灾难性

事故的重要条款，应在过程安全中提出要求。其中可能涉及厂内，这是一家企业

的责任；更可能涉及周边厂家和社区，政府监管的协调和监管在此有重要价值。 

第九条 综合管理 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应建立和实施关键人员的资格胜任制

度，过程安全培训制度，鼓励员工参与，在安全操作过程的制订和修订、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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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中综合考虑变更管理、过程安全分析、设备设施完整性等相关要求，对动火、

打开化学品管线或生产线容器、进入受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实施工作许可证管理。 

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应将过程安全事故报告、调查与改善和紧急应变管理作为

单位事故管理和紧急应变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实施。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应

与当地消防部门和其它应急处置机构定期共同组织演习。 

过程安全管理单位应重视人为因素对过程安全管理的影响，建设有利于过程

安全管理的组织文化，并建立测量过程安全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定期评审过程

安全管理的适用性、有效性，持续改善。 

理由和说明：OSHA PSM，以及在行业有影响力且管理体系更新较及时的美国

化学工程师协会过程安全中心 CCPS的过程安全管理关键要素中，上文未提出的，

在本条整合提出方向性要求。 

六、关于危险化学品应急响应 

（一）关于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并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

护、公安、卫生主管部门报告”。（《条例》第七十一条） 

建议：发生对生产单位厂界外产生影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或者有潜在影响的

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按照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

组织救援，并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泄漏情况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

护、公安、卫生主管部门报告；道路运输、水路运输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

的，驾驶人员、船员或者押运人员还应当向事故发生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 

理由：因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没有具体定义和分级, 很难具体执行该条规定。

一些较小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特别是对生产单位以外没有影响的，不需要报告有

关部门，报告与否的界限需要明确。如在危险化学品储罐区和车间发生的泄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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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如果泄漏被控制在工厂范围内，如果不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没有进行有效

的事故调查，可能日后会有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建议引进危险化学品泄漏报告量

的概念，特定危险化学品的泄漏量如果超过报告量，不管泄漏事故的发生对厂界

外是否产生影响，都需要向并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报告。

这样可以有效地开展事故调查，找出事故根源，及时制定防范措施，避免重大事

故的发生。 

 

七、建议应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及环境风险角度实行分级管

理 

 （一）建议：分级管理应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以及环境风险角

度分别描述基本控制要求。应总体描述安全和健康风险的控制要求。对于环境风

险控制要求，可描述参考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建议增加条款：按照有毒物品产生的职业中毒危害程度，有毒物品分

为一般有毒物品和高毒物品。国家应对作业场所使用高毒物品实行特殊管理。  

理由：高毒物品产生的职业中毒对人体的危害程度大，国家应该制定法律加以

管理。   

八、 对于小剂量危险化学品应根据下列情况进行简化或豁免行政管理有

特殊管理（如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等）和分级管理单独豁免条款的危

险化学品除外 

（一）年产量或进口量小于等于 100kg 的危化产品，免于行政许可和登记管理； 

理由和说明：小量产品的危害性低于大量产品。用同样的管理模式必然会

带来管理资源的浪费，同时对企业也带来了自身管理资源的浪费。所以区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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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量的管理有利于节省资源，集中优势力量管理易于发生危害的产品，合理利

用监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资源。然而考虑到一些高危害物质的特点，其管理应

该从严，所以高危害物质不应该有简单的行政管理赦免，而是应该根据分级管

理的理念具体分析。 

1、 对于化学品的管理，欧盟的管理经验一直是我国乐于借鉴和研究的。化

学品管理经验丰富的欧盟于 2007年正式实施了 REACH法规。法规中明确规定小

于 1 吨产品免于登记。并且在实施管理后的 9年间一直坚持着这项豁免条款，

可见小量化学品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希望予以采纳； 

2、 在我国危险化学品小量豁免管理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例如符合

GB28644.1 例外数量和 GB28644.2 有限数量运输方式的危险化学品，可以按照普

通货物进行运输。使用过程因为数量小，潜在的风险较小； 

3、 目前的登记制度，对于仅用于检验、科研或工艺产品研究开发的危险化

学品非常不适用。 

(二） 对于非工业生产用途，仅用于科研及检验、质检或监控安全生产所需要的

属于危险化学品的试剂类产品，免于行政许可和登记管理 

1、 隶属政府的科研、检验及质检单位应将年度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报告上

级主管部门。 

2、 隶属企业负责的需要使用试剂类产品的相关部门应将年度危险化学品使

用情况报告企业监管安全生产部门，以备后续抽查需要。 

理由和说明：试剂类产品是比较特殊的产品，其品种多，用量少，危害性低。

通常只有科研、检验及质检时需要少量使用。这样的单位通常即不是生产企业又

不是使用企业，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位置，这一点与试剂产品也很类似，专门的监

管或者是与大量产品一同管理，不仅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同时管理效果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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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产品的使用者和使用单位通常都经过较好的安全培训或者是有较强的安全

意识。企业每年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维护安全技术说明书，并设立中文 24 小时应

急电话，已经为可能性极低的事故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自律性的管理更适合这

样的产品和其使用者。而且国际上通常也是采用自律性的管理方法。 

对于所有的试剂公司来说危险化学品登记和经营许可证制度为企业带来了

巨大的负担。因为试剂产品与大工业产品非常不同。品种众多，但每种进口量极

少。以硫酸为例，根据不同的科研需要，每家试剂公司至少有 10 种以上的硫酸

产品，多数的小包装都是以毫升计量的，危险性极底，但企业却要做至少 10 次

登记，而对于大型试剂企业来说，产品的数量是“万”为计算单位的。危险化学

品登记和经营许可证的可操作性非常差。 

九、其他：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张贴事宜需进行调整和说明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生产或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在国内销售的，销

售前需粘贴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化学品安全标签。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出口危险化学品，产品包装上可粘贴目的国

语言的化学品安全标签或中文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当属于危险货物，需粘贴或者

悬挂符合危险货物运输标识要求的标签。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进口企业进口危险化学品，其中文的化学

品安全标签可在境外粘贴，或在货物进口报关后和销售前在第一个停靠点粘贴，

进口报关时须提供符合要求的化学品安全标签的电子件。 

理由：实际上国际贸易不是单一模式而是多种复杂的模式，单一的要求限制

了企业运营的多样性发展和应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和经营企业使用厂内或

厂外租赁仓库储存产品，根据实际订单情况，进行国内销售或者出口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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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或者产品的进口，多数来自非中文的国家，存在语言差异，但是销售前

货物主要是运输和储存，这两个环节产品的暴露与使用环节的暴露的可能完全不

同，化学品安全标签主要针对工作场所的操作人员，储存和运输主要是运输标志

进行操作警示。运输危险标示国际通用，中国也采用同样的要求，因此销售前再

进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粘贴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多数国家的做法。 

目前进口环节，在一些口岸的要求，产品包装上无化学品安全标签，要求直

接退货，然而在港口开箱粘贴化学品安全标签不安全，基于风险可控和安全保障

下，在进口后第一个停靠点粘贴化学品安全标签。 

其他国家做法：在进口环节，美国，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在执行 GHS

时，均为是在销售环节一定要贴好。在出口环节，美国，台湾允许粘贴目的国的

标签，如果需要，需符合运输标签要求。多数是在解释性文件和 Q&A 的文件对这

个要求进行解释。 

如上，供参考。 

附件 更多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建议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8 月 30 日 

联系人：何燕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室，邮编：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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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更多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建议 

建议一：危险化学品流通环节的储存，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危险货物运输

储存安全技术条件。 

理由：危险货物相关标准比《危险化学品目录》，更有利于危险货物运输、储

存安全管理。一般来讲，《危险化学品目录》缺乏技术细节，无法指导仓储和运输

的实际操作。另一方面，《危险化学品目录》侧重于使用条件下的危险，而仓储和

运输的条件与使用的条件可以有较大差别。 

以下是二者的不同： 

1、《危险化学品目录》无法提供化学品之间相互配伍指导 

《危险化学品目录》是基于单个危险化学的危害分类，并不涉及化学品之间的

配伍，因此无法向仓储经营企业提供化学品之间相互配伍的指导。相反，危险货

物的仓储管理，有一套专门的禁配体系，如：3 类易燃液体、可燃液体或 4.1 类

易燃固体与 5.1类氧化剂互为禁忌物，有燃烧和爆炸危害；强酸与碱互为禁忌物，

有反应危害。对互为禁忌物的化学品通常采用隔离层或隔开一段距离，或在不同

的房间内存放。因此危货标准 GB 12268 和 GB 6944 更适合用于运输、仓储经营

管理。 

2、《危险化学品目录》无法处理化学品的主要危害和次要危害。 

特定化学品往往有多种危害。基于 GHS 规则的《危险化学品目录》，没有给出

区分主要危害和次要危害，即没有危害性的先后顺序规则。而在运输和储存中，

必须考虑主要危害和次要危害。这在 GB 12268 和 GB  6944 予以了清楚的界定。 

3、《危险化学品目录》无法处理混合物仓储分类问题。 

《危险化学品目录实施指南》中 70%的规则不适用于混合物的运输、仓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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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但是 GB 12268和 GB  6944 对不同浓度的化学品是否属于危险货物给出了明

确的规定，以硫酸为例，51%浓度以上的硫酸（UN 1830）是危险货物，不同浓度

的氨水（<10%, <35%, <50%)其危险货物分类也不一样。 

4、按《危险化学品目录》管理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会导致管理上的互相矛

盾。 

有不少化学品按 GB12268是非危险货物，但按照《危险化学品目录》又是危

险化学品，必须存放于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这就会造成普通运输车辆进入危险

化学品专用仓库运货的矛盾状态。 

5、按危险货物分类的方式，简化管理 

按照现行的管理方式，每一个化学品，每一个混合物，必须得到批准，这大

量消耗了有限的行政资源。而仓储按照危险货物分类的方式进行管理，简化了管

理措施。 

 

建议二：对于以下仓储设施实行重点监管： 

 构成重大危险源且涉及硝酸铵等爆炸品、有毒有害气体的储存场所； 

 甲类、乙类易燃液体及液化气体的储存场所； 

 单独储存经营油品或化工品的罐区； 

理由： 

1、 我国目前化学品重大事故预防体系中，目前采取的是“两重点一重大”的

监管体系。通过抓“重点危险化工工艺”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通过抓“重点监管

危险化学品”来控制危险化学品事故总量；通过抓“重大危险源”来遏制较大危险

化学品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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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仓储监管重点与“两重点一重大”的监管体系相衔接。 

3、 辨识和评估重大危险源是化学品管理工作各个环节中的重中之重，这个环

节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后续的安全管理。 

4、 目前重大危险源辨识依据的是 GB18218-2009。该标准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

险特性及其数量与危险化学品临界量来对危险源进行辨识。具体参见附录 II-危险

化学品名称及其临界量示例。 

 

建议三：被监管对象的主体责任/要求: 

（一）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标准要

求，全面排查安全风险，及时治理事故隐患，切实提升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安全

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 

（二） 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1、 安全管理制度对危险化学品储存企业极为重要。安全管理一定要达到规

范化、制度化。安全管理制度要结合储存单位储存的商品类别、数量、仓

库的规模、设施等情况具体确定。 

2、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 各个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出入库管理制度；危

化品养护管理制度；安全防火责任制；动态火源的管理制度；剧毒品的管

理制度；设备的安全检查制度等。 

（三） 有符合国家标准的设备或者储存方式、设施 

（四） 仓储场所周边防护距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五） 有符合储存需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六）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要求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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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储存危险化学品装置定期进行安全评价； 

 

建议四：政府监管部门的主要责任: 

（一）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储存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和严格控制，并对涉及重

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仓储场所实行审批制度；未经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不得储存危险化学品。 

（二） 安全监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及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按照各部门职责和“谁

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分工负责。 

（三） 对重点企业、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全面抽查督查督导，督促涉及危险

化学品储存的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排查治理消除事故隐患。组织

摸排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底数，建立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及其安全风险

的分布档案。 

（四） 完善对重大危险源定期辨识、评估及备案，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建立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 

（五） 适时开展专项整治，联合组织暗访暗查督导，及时收集、分析、报告仓储

安全的难点问题，将有关情况通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 

 

建议五：处罚  

（一）储存场所未取得合法规划手续、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满足安全要求的。 

（二）未经过正规设计，存在违法建设和经营、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无证经营

等违法行为的。 

（三）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五落实五到位”不落实，未制定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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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四）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置不到位，未依法依规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从业人员无证上岗，对本岗位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不清楚、不掌握的。 

（五）未对重大危险源定期辨识、评估及备案，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不完善，未建立安全监测监控体系或体系不稳定不可靠，未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重大危险源管控不到位的。 

（六）安全仪表系统设计、安装、调试、操作、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及制度不

健全或不落实；液位、温度、压力等重要运行参数监控系统运行管理不到位；油

罐液位超低、超高报警和自动联锁设置及运行不完好；有毒物料储罐、低温储罐、

压力球罐进出物料管道和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未设置紧急切断设施；可燃、有毒

气体泄漏报警系统的配置和运行不完好；可燃、有毒气体检测仪报警时，岗位人

员未及时到现场确认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等安全仪表系统管理不规范的。 

（七）违反爆炸品（《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 6944-2012〉中规定的 1.1

项、1.2 项）和硝酸铵类物质的危险货物集装箱应实行直装直取、不准在港区内

存放的规定，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安全距离不符合规定要求，存

在超量储存、违规混存、超高堆放、野蛮装卸等现象的。 

（八）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违反有关国家标准要求，未建立并严格落

实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储罐区未配置避雷、防静电设施并定

期检修、检测；储罐切水、倒罐、装卸过程中，未安排作业人员在作业现场看护；

储罐超温、超压、超液位、管线超流速操作；在储罐或与储罐连接的管道内违规

添加强氧化剂、易聚合、强腐蚀等可能发生剧烈化学反应的物质；库房内违反规

定混存、混放；泄漏物料不及时处置，现场有“跑、冒、滴、漏”等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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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审核承包商的资质和安全生产业绩，未对承包商实施入厂前安全教育，

未对承包商作业过程进行现场监督、过程监控，未有效防控作业安全风险等承包

商管理不到位的。 

（十）未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演

练，应急预案未与地方政府有效衔接，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配备使用不到

位的。 

（十一）未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排查治理隐患不全面、不彻底的。 

 

附录 I - 关于危险货物储存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一、现行的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591 号令） 

4、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备注：其中现行 《591号令》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提出了储存危

险化学品的安全设施、设备、防护、通讯、报警装置要求。明确了实行储存危险

化学品装置的安全评价的规定。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本

单位的生产、储存装置每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生产、储存、使用其他危险化学

品的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生产、储存装置每两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  

二、 现行的国家标准： 

（一） 危险货物在储存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火灾、中毒以及

泄漏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1) 易燃易爆性物质（爆炸品、易燃气体、易燃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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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易燃液体、有机过氧化物等）(2) 腐蚀性物质 (3) 毒性物质这几类货物较

于其他类别危险货物更具风险。 

（二） 我国现行的危险货物储存国家标准，就是根据上述三大类危险货物的

不同安全风险为基准，设定了涵盖（1）易燃易爆 (2) 腐蚀性 (3) 毒害类 三大

类的国家标准。如下表所示。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参见附录 II。 

表 A - 我国关于危险货物储存的相关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15603-1995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GB 17914-2013 

《腐蚀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GB  17915-2013 

《毒害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GB 17916-2013 

（三）其他仓储标准： 

1、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 GB18265-2000 

2、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3、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4、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5、化学品安全资料表第 l部分内容和项目顺序 

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7、剧毒物品品名表         

附录 II - 关于危险货物储存国家标准相关规定 

(一）易燃易爆物质储存相关规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Mjg1Ng==&mid=401083370&idx=1&sn=50a78b7f65393db2d6ce6f7295632c0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Mjg1Ng==&mid=404620667&idx=1&sn=4c4adca2956d007e6f8863618a07026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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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易燃易爆货物，其安全风险主要在于火灾风险（点击查看火灾分类及灭

火器选择）。储存此类货物的库房耐火等级不得低于二级，其中气体、自燃物品、

低闪点液体等危害程度较高的易燃易爆物质应储存在一级耐火建筑的库房内。同

时对于金属粉末、有机过氧化物等特殊物质应分库储存。 

该类物质储存温度及湿度的要求相对较为严苛，温度一般需控制在 35℃以下，

相对湿度则应不大于 80%，同时对于水溶液，为了避免水结冰所造成的安全隐患，

温度应大于 1℃。详细要求如表 1所示。 

表 1 易燃易爆物质 温湿度条件 

 

（二） 腐蚀性物质储存相关规定 

腐蚀性物质的库房应阴凉、干燥、通风、避光，且应经过防腐蚀、防渗透处

理。同时，腐蚀性物质应按照不同类别、性质、危险程度、灭火方式等分区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Mjg1Ng==&mid=2659537448&idx=1&sn=6125be957ba329c5226da395be76aa4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Mjg1Ng==&mid=2659537448&idx=1&sn=6125be957ba329c5226da395be76aa4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Mjg1Ng==&mid=402752008&idx=1&sn=c1d3a43429fa00fb4f7a0ca7a3d638ca&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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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储存。由于腐蚀性物质的特殊危害性，还应该在库区设置洗眼器等应急处置

设施。 

腐蚀性物质的温湿度要求,还因酸碱性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要求如表 2所

示。 

表 2 腐蚀性物质 温湿度条件 

 

（三）毒性物质储存相关规定 

毒性物质的库房应保持干燥、通风，且库房耐火等级不得低于二级。且在机

械通风排毒时应有安全防护和处理措施。 

毒性物质应避免阳光直射、暴晒，远离热源、电源、火源，在库区的固定和

方便的位置配置与毒害性物质性质相匹配的消防器材、报警装置和急救药箱。 

针对剧毒物质，应专库储存或存放在彼此间隔的单间内，并安装防盗报警器

和监控系统，库门应装双锁，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Mjg1Ng==&mid=403257162&idx=2&sn=17477b10c40b836da8bb6f04e51e18ec&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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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物质对于温湿度的要求较之易燃易爆物质和腐蚀性物质相对没那么严

格，然而依然需要考虑毒性物质是否有挥发性、潮解性等物理性质。具体要求

如表 3所示。 

表 3 毒性物质 温湿度条件

 

附录 III - 危险化学品名称及其临界量示例 

在 GB18218-2009 中给出两个重要表格用以辨识化学品所在单元是否为重大

危险源。其中一个表格（如表 a 所示）列出了具体的 78 个化学品清单及其临界

量，另一个表格（如表 b所示）则列出了重大危险源所涵盖的所有危险类别及其

对应的临界量。 

表 a 危险化学品名称及其临界量（示例）

 

表 b 非列明危险化学品类别及其临界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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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 

AICM position paper on HAZOP 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xamination guideline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HAZOP 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xamination guideline 

      

Issuer: IPAC Site HSE Sub-committee, Response Care Process Safety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rkema, Clariant, Covestro, Dow, DSM, Eastman, Evonik, Honeywell, Momentive 

 

Sub-committees activities:  

CCSA (China Chemical Safety Association) issued draft for comments on Aug. 19th,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Aug. 30th, 2016 

Collected comments by Sep. 10th, 2016 

T-con for Core team review comments from Site HSE Sub-committee and Process Safety sub-committee on Sep. 

23th, 2016 

Developed position and circulated to members, Oct. 20, 2016 

Finalized position by Oct. 21st, 2016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CCSA released Water HAZOP 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xamination guideline and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s. 

Our members raised concerns with this guideline.  

 

AICM's comment:  

AICM members raised 7 main comments, and some detail modifications are provided for CCSA as attachment. 

1. AICM suggests this guideline should be a recommended standard. 

2. As an important basis of this standard, we proposed to revise AQ/T 3049 for better implementing this guideline. 

3. HAZOP chair should consider personal ability, including background, language, culture, industry and so on.  

4. The guideline should not be overemphasized computer-aided software during HAZOP recording process. Some 

simple HAZOP analysis are completed by Excel software. 

5. We proposed to delete the requirement of Commitment letter. 

6. The guideline should give key parameter 

7. We proposed to delete the requirement of HAZOP P&ID review number.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CCSA and follow up discussion 

 

 

 



AICM Position Papers 2016 Summary                                         2016 年建议函汇总 

175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关于 

《HAZOP 分析质量控制与审查导则》的建议和意见 

 

尊敬的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AICM 及其会员公司一直积极支持并努力实施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日前，

贵协会向社会公开征求《HAZOP 分析质量控制与审查导则》，并广泛征求意见。

AICM 积极组织会员公司进行研读，经过仔细沟通和讨论后，现提出以下主要

建议： 

1. 建议该标准的法律地位可以定为推荐性标准。 

理由：该标准对于行业和企业应是推荐性的，不宜强制。 

2. 建议修订 AQ/T 3049《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 分析）应用导则》。 

理由：该标准引用 AQ/T3049 中并没有对风险矩阵，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等

定义和规定。 

3. 建议 5.2.4修改为“HAZOP主席宜具有不少于十年的石油化工或相关行业工

作经验及不少于三年的 HAZOP 分析经验”。 

    理由：HAZOP 主席是在目标和范围的指导下，带领小组完成 HAZOP 分析，

一些“软”能力有时比技术能力更重要。业主有权利决定是否聘请国外的 HAZOP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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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职称不应该在作为限制条件，经验更重要。 且不宜强调石油化工行业经验。 

4. 建议 5.2.5 修改为“HAZOP 记录员应能熟练使用 HAZOP 分析工具，具备熟练

的 HAZOP 分析结果记录能力，具备一定的石油、化工或相关行业专业知识。” 

理由：HAZOP 记录并不一定要计算机辅助软件来记录。简单的 HAZOP 完全可以

只要 Excel 就可以完成 

5. 建议 5.3.2 取消出具承诺函要求。 

理由：HAZOP 的进行应该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进行。 

6. 建议 6.3.1a 修改为“应在理解工艺的基础上，根据既定 HAZOP 范围用尽所有可

行的引导词，识别和分析有效的偏离”。 

理由：HAZOP 范围决定偏离的识别范围 

7. 建议 6.6.6 给出消减因子和措施失效概率及剧情可能性的关系 

理由：该标准中没有给出消减因子和措施失效概率及剧情可能性的关系。 

8. 建议删除 5.1.2 中“P&ID 数量 3-5 张”要求。 

理由：HAZOP 一天能分析几张 P&ID 图影响因素很多，如图纸的质量、紧凑程度、

操作方式等。很多精细化工间歇操作， 一天分析 1 张图纸都很困难。 

此外，对该标准的一些具体建议请参看附件。 

感谢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对 AICM 及会员公司的支持，以上意见还请斟酌参考。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10 月 18 日 

联系人：霍立彬   陈晶晶 

电   话： 010-8518 1898，  021-68413589 传  真：010-8518 1891 

手   机： 15810581356，13916671129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 室，邮编：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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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关于《HAZOP 分析质量控制与审查导则》建议汇总表 

序

号 

标准章条

编号 
标准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依据及理由 

1 3.3 
HAZOP 分析假设…..一般性原

则 

只提到“一般性原则” ， 导则

章节 5.8/6/7.2.8 中没有任何举

例说明，请举些例子 

 

2 3.5 原始风险  initial risk 请斟酌翻译“初始风险”  

3 3.6  
剩余风险  reduction risk 

 
请斟酌翻译“residual risk”  

 
3.10 

3.11 

预防性措施 

减缓性措施 

预防性措施 

反应性措施 

减缓性措施 

 

请仔细斟酌预防性

措施的定义， 这个

定义包括了反应性

措施。 预防性措施

应该防止偏离的发

生，方应性措施针对

已经发生的偏离作

出调整 

4 4.2.a 可信性…… 定义“可信性” 

不同组长或 HAZOP 

小组理解会差别很

大 

 4.6.b 

b） 对涉及安全问题的关键性

操作程序应采用适宜的分析方

法，例如单独进行工艺（过程）

危险分 

析（PHA-What if）； 

对涉及安全问题的关键性操作

程序应采用适宜的分析方法，

例如 HRA(人员可靠性分析) 

What- if 并不是结构

性分析方法，很难对

已各程序的严谨程

度和有效性进行评

估 

 4.6.d 

d） 对安全仪表系统进行安全

完整性等级（SIL）评估与验证

分析 

在 LOPA 的基础上，安全仪表系

统进行安全完整性等级（SIL）

评估与验证分析 

SIL 等级通常由 LOPA

来 定 义 ， 而 不 是

HAZOP 

 4.6.e  

e）  对仪表和控制系统进行

HAZOP 分析(C-HAZOP)。 

 

对仪表和控制系统进行 FMEA, 

FTA 等其它方法分析。 

 

对元件的时效分析， 

FMEA， FTA 等方法

更合适 

 5.1.2．e 
...... 分析的 P&ID 数量一般为

3～5 张； 

建议删除。 同时删除附录 K.1

第五节问题 

HAZOP 一天能分析

几张 P&ID 图影响因

素很多， 图纸的质

量，紧凑程度，操作

方式，很多精细化工

间歇操作，  

一天分析 1 张图纸都

很困难。  

 5.2.4 HAZOP 主席能力 
增加：管理、协调、说服力等

“软”能力 

HAZOP 主席是在目

标和范围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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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HAZOP 主席必须强调‘独

立性“!! 

带 领 小 组 完 成

HAZOP 分析，一些

“软”能力有时比技术

能力更重要 

 5.2.4 

b） HAZOP 主席宜具有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或相关专业注册

工程师资格），且应具有不少于

十年的 

石油化工等行业工作经验及不

少于三年的 HAZOP 分析经验； 

 

HAZOP 主席宜具有不少于十年

的 

石油化工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及不少于三年的HAZOP分析经

验； 

 

业主有权利决定是

否 聘 请 国 外 的

HAZOP 主席，职称不

应该在作为限制条

件。 经验更重要。 

不能强调石油化工

行业经验!! 

 5.2.4 

c） HAZOP 主席应当接受过第

三方机构（HAZOP 培训领域内

公认的权威机构）的培训，取

得培训合格 

证书。 

 

HAZOP 主席应当接受过正式的

的培训，取得培训合格 

证书。 

 

并没有“HAZOP 培训

领域内公认的权威

机构”清单存在 

 5.2.4 

d） HAZOP 主席资质简历应重

点考察以下内容，简历形式参

见附录 A： 

2） 从事石油化工行业相关工

作经验及年限； 

 

从事石油化工或相关行业工作

经验及年限； 

不要太强调石油化

工行业， 考虑的行

业间的千差万别 

 5.2.5 

5.2.5  HAZOP记录员应能熟练

使用计算机辅助 HAZOP 分析

软件，具备熟练的 HAZOP 分析

结果记录能力，具备一定的石

油、化工专业知识和风险分析

经验。 

 

5.2.5  HAZOP 记录员应能熟练

使用 HAZOP 分析工具，具备熟

练的 HAZOP 分析结果记录能

力，具备一定的石油、化工或

相关行业专业知识 

HAZOP 记录并不一

定要计算机辅助软

件来记录。简单的

HAZOP 完全可以只

要 Excel 就可以完成 

 5.2.6 

5.2.6  HAZOP分析团队成员应

具有五年以上的本专业技术经

验，熟悉本专业工作内容，了

解 HAZOP 分析方法，具有工程

师及以上职称（操作代表和记

录员除外）。当企业自身人员无

法满足要求时，需外聘。 

5.2.6  HAZOP 分析团队成员应

具有本专业技术经验，熟悉本

专业工作内容，了解 HAZOP 分

析方法。当企业自身人员无法

满足要求时，需外聘。 

年限和专业经验并

不直接相关，是否具

工程师职称也是如

此。 

 5.3.2  

在役装置 HAZOP 分析资料提

供方应出具承诺函。承诺其提

供的资料与在役装置实际状态

的符合性、准确性。 

 

建议删除。 

HAZOP 的进行应该

建立在双方信任的

基础上进行。  

 6.1.4 
成套设备是工艺系统的一部

分，应进行 HAZOP 分析。。。。。。 

成套设备是工艺系统的一部

分，业主应决定是否进行

业主决定 HAZOP 范

围， 特别是公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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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OP 分析， 但和主装置之间

的衔接问题应该作出适当的分

析 

程和成套设备 

 6.1.7 

6.1.7  应清楚确定 HAZOP 分

析范围。明确系统边界，以及

系统与其他系统和周围环境之

间的界面。 

 

写入章节 5。 

HAZOP 分析范围和

目标须在准备阶段

确定，这是 HAZOP 分

析是否成功的很关

键的一个因素。 

 6.1.9 

6.1.9  对于 HAZOP 审查会上

不能明确界定后果、剩余风险

的高风险事件，应进一步进行

QRA、LOPA、SIL 验证等工作 

6.1.9  对于 HAZOP 审查会上

不能明确界定后果、剩余风险

的高风险事件，应进一步进行

后果分析，LOPA、QRA 等工作 

SIL 验证目前行业内

做法争议很大，也没

有国家标准。QRA 因

成本以及复杂程度，

建议列在最后 

 6.2.1 

b） 全面覆盖工艺过程，不能

有遗漏； 

 

建议删除 

HAZOP 范围，业主有

权 利 决 定 具 体

HAZOP 范围。 

 6.3.1 

a） 应在理解工艺的基础上，

覆盖全部工艺过程，用尽所有

可行的引导词，识别和分析有

效的偏离； 

 

a） 应在理解工艺的基础上，

覆盖全部工艺过程，根据既定

HAZOP 范围用尽所有可行的引

导词，识别和分析有效的偏离； 

 

HAZOP 范围决定偏

离的识别范围 

 6.4.1 

b） 初始原因可以在节点之内

也可能在节点之外； 

 

b） 初始原因可以在节点之内

也可能在节点之外； 

 

认为这里有概念性

错误或者笔误了，如

果初始原因在节点

外寻找，那就是分析

另外一个节点， 也

没有必要分不同的

节点了！！ 

 6.6 
6.6  风险评估 

 

建议改成“风险分级”。 

 

AQ/T3049 -2013 没有关于风险

评估 

风险评估是行业内

特定的一个术语，是

针对特定的情景， 

确定风险大小、评估

保护策略等的一个

过程。 与 HAZOP 定

性分级不同 

需 要 先 更 新

AQ/T3049。 

 6.6.2 

6.6.2  事故剧情的风险包括

原始风险（初始风险）、剩余风

险。HAZOP 分析时应按照企业

提供的风险矩阵分别评估其风

险等级，并做相应记录。 

 

6.6.2  事故剧情的风险宜包括

原始风险（初始风险）、应包括

剩余风险。HAZOP 分析时应按

照企业提供的风险矩阵分别评

估其风险等级，并做相应记录。 

 

不应该强制初始风

险 

 

需 要 先 更 新

AQ/T3049。 

 6.6.6 6.6.6  原因导致事故剧情发 6.6.6  原因导致事故剧情发生 需 要 先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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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可能性应等于原因的频

率、安全措施失效概率和使能

条件频率之积，安全措施消减

因子数据表见附录 G。 

 

的可能性应等于原因的频率、

安全措施失效概率和使能条件

频率之积，安全措施消减因子

数据表见附录 G。 

没有给出消减因子和措施失效

概率及剧情可能性的关系 

AQ/T3049。 

 
6.6.7 

 

6.6.7  后果的严重性应根据

装置的实际情况或通过量化风

险分析（QRA）方法分析判断。 

 

6.6.7  后果的严重性应根据装

置的实际情况或通过后果分析

或其它量化风险分析（QRA）方

法分析判断。 

QRA 是风险管理的

特定的定量风险分

析的术语。远远超过

后果严重性分析的

范畴 

 6.7.1 

6.7.1  安全措施应是实际投

用或执行的措施，应当具有有

效性， 

6.7.1  安全措施应是实际投用

或执行的措施，应当具有可靠

性、相关性、独立性、有效性、

可审核性等。 

参照 LOPA 关于保护

层的特定特性 

 

6.7.1.d 

 

 

 

6.7.3.c 

通常管理措施（如培训、巡检、

PPE、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等）不

能作为已有的安全措施。 

 

若将特定的管理程序作为安全

措施，应详细描述其管理要求。 

 

 

程序、定期维护保

养、巡检都是预防性

管理措施， 两个条

款有冲突。 重要的

是措施的可靠性、相

关性、独立性、有效

性、可审核性等。 

 6.7.2 

6.7.2  安全措施分为两种类

型：预防性措施和减缓性措施，

见“术语和定义”。 

 

6.7.2  安全措施分为三种类

型：预防性措施、反应性措施

和减缓性措施，见“术语和定

义”。 

 

BPCS， 操作工对报

警的响应等都是反

应性的措施 

 6.8.1．d 

d） 应优先选择可靠性较高的

安全措施。宜优先选用预防性

措施； 

 

d） 应优先选择可靠性较高的

安全措施。宜优先考虑本质更

安全设计以及选用预防性措

施； 

 

最优先的是“本质更

安全设计” 

 附录 F 

1.单向阀完全

失效 

1 

2.单向阀卡涩 1×10-2 

3.单向阀内漏

（严重） 

1×10-5 

 

失效概率不可理解 

不建议使用某家企

业的数据， 强烈建

议使用行业内的统

计数据。以减少误

导， 

 
附录 F 

附录 G 
 

使用 1E- XX 

使用 –LogXX 的方法提供了数

据 

强烈建议整合，使用

一种方法， 简化计

算 

 

需 要 先 更 新

AQ/T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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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G 

2 若一条事故剧情中存在多条

独立的 BPCS 回路，最多可重复

消减两次 

若一条事故剧情中存在多条独

立的 BPCS 回路，最多可重复 

使用两个独立的 BPCS 消减， 

如果初始事件是 BPCS 失效，则

只可以消减一次 

LOPA 规则 

 

请仔细斟酌附录G的

其它数据 

 附录 J  

对现役装置，按照国家规定的

期限完成。（若符合，得分为

15。若不符合，得分为 0） 

建议取消 

本 要 求 不 在 外 聘

HAZOP 组长的控制

能力范围内。 如果

业主在国家规定的

期限后开展工作，因

为 该 分 值 导 致

HAZOP 重做， 否决

就更不合理了  

  

根据 HAZOP 分析计划及实际

进程（节点分析时间表）以及

参会人员签到表进行审核，平

均每天分析的 P&ID 数量是否

为 3～5 张？（若符合，得分为

15。若不符合，得分为 0。若大

于 10 张，否决） 

删除此否决项 

仔细斟酌！！！！！很多

间歇 HAZOP，一天不

一定能完成 PID 图。

影响因素太多， 不

能以 PID 完成张数来

衡量 HAZOP 质量 

  

风险评估 - 2.初始原因的频率

评估是否合理？一般宜大于表

F 的值 

2.初始原因的频率评估是否合

理？一般宜大于表 F 的值 

没有任何数据证明

样本企业是全世界

最可靠的企业！！导

则本身允许企业使

用企业本身的实际

数据 

  

工艺安全 - .是否分析针对关

键仪表和设备有备用设备或可

以在线维护？ 

是否分析针对关键仪表和设备

有备用设备或可以在线维护？ 

如果风险已经受控， 

建议不要误导安装

备用关键仪表和设

备！！考虑企业实施

成本 

  

17.分析内容是否涉及关于产

品质量的剧情（生产运行阶

段）？ 

建议删除 

HAZOP 目标管理，质

量 并 不 一 定 是

HAZOP 的目标。质量

风险通常远低于安

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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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1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Guidance of 

Screening and Prioritizing 
Summary:  

Name: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Guidance of Screening and Prioritizing Chemical Substance 

(Draft for Comment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Led by Toxicology, Eco-toxicology and Risk Assessment Sub-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kzoNobel, Arkema, Ashland, BASF, Covestro, DOW, DuPont, ExxonMobil, 

IFRA, LANXESS, Lubrizol, Merck, Momentive, PPG, SABIC, Shell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MEP issued draft to AICM for comments, Oct. 18th,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and established core team under IPAC and TERA sub-committee on Oct. 18th, 

2016 

Grouped the first T-con on Oct. 21st, 2016 

Drafted draft proposal by core team, Oct. 21-27th, 2016 

Grouped the second T-con on Oct. 28th, 2016 

Circulated the concrete proposal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by Nov. 2, 2016 

Developed final position by Nov. 2, 2016 

Intend to submit final proposal to MEP by Nov. 8th, 2016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MEP issued a draft guidance of screening and prioritizing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solicited comments from relevant stake holders. To feedback efficiently, IPAC established a core team led by 

TERA sub-committee to provide a concrete proposal. On behalf of industry, we would like to advocate on science 

and risk based working principles for the management scheme of prioritized substance management especially on 

working principles, scope of screening, working procedure, and quality analysis of the data, etc.   

 

Summary:  

20. 建议增加公开透明、支持决策，对于热点话题进行跟踪的工作原则。 Suggest an open, supporting guidance 

to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but for hot research topic, it shall be only on a monitoring basis.  

21. 建议对已有现有其他法律、专门法规管制的化学品以及仅具有易燃、易爆、易反应等理化性质的危险化

学品等，原则上不列为筛选对象。For those substances already regulated under available laws, and those 

with only physic-chemical properties of flammability, explosive properties, and reactivity, shall not be included 

into the scope.   

22. 明确提出优先进行管控的化学品应综合考虑有科学证明基础上的危害、产量、暴露及高关注等因素和国

内外已经优先管理的化学品。Clearly suggest hazards with confident scientific supporting information, 

volume, exposure and substances of high concern, and those substances already prioritized at national and 

global region shall be all considered in when prioritized management scope of substances.  

23. 明确给出关于数据收集与质量评估的具体修改建议. Correct specific items on data collection and quality 

analysi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P and relevant experts,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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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

议 

尊敬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 70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

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

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

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

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及其会员公司一向支持中国化学品环境管理的实施和推广, 致力于促进对化学物

质的科学管理并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 针对此次贵司关于《优先评估

化学品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简称筛选指南）的社会征求意见，协会及其会员公司非常关

注，共有 20 余位涉及法规管理、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化学品风险评估的国内外行业专家对

此《筛选指南》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并就其工作原则、筛选对象、筛选方法和程序、数

据收集与质量评估等从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各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同时给出了具

体的建议。 

如上, 供各位领导及专家讨论和参考。 

附件 1 关于《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中附件 1 及附录 A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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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中附件 1 及附录 A

的意见与建议 

前言 

原文：开展化学品环境与健康风险的评估是化学品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建议修改为：开展化学品环境风险以及通过环境暴露所导致的公众健康风险

的评估是化学品环境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理由： 

 指南的上位法为《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

防治法》第一条，“为了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

全，。。。，制定本法。”，该条款明确指出了法的两个管理对象，一是“水

体”，二是暴露于水体的“公众”。因此建议指南规定的评估对象最好与

《水污染防治法》一致； 

 化学品管理包括环境管理、职业健康管理、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安全管

理、以及各种应用管理，如医药、农药、食品等管理。因此最好清晰界定

指南的筛选范围，避免范围过大；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职业病防治法》中规定，化学品的职业使用所造成

暴露风险评估是安监管理部门的职责。其中可能会涉及工伤管理、职业健

康管理(强制体检项目等)、卫生安全评价等诸多影响劳资关系的重要规

定。清晰界定指南的范围，有助于各职能部门划清职责范围，维持社会稳

定，节约宝贵的行政资源。 

一、工作原则 

建议增加如下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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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开透明。在评估过程中，应及时公开各步骤的决策依据并与各相关方

及时沟通，增加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化学品列入名单时应明确列入的原

因及相关依据，以便相关方及时反馈意见，监督相关工作的推进。  

5. 跟踪热点：对于科学上尚未形成国际层面的共识，但属于国际热点的危

害研究，紧密跟踪研究动态，待国际上达成共识，及时启动风险评估工作。 

6. 支持决策：筛选评估的目的是为各政府部门提供基于风险评估的决策依

据。目前制定的各环境目录基本上是基于危害分类而非风险评估结果。因此选择

具有重大政策影响的综合性目录，如《环境保护综合目录（2015 版）》 中符合筛

选标准的化学品作为优先评估对象，提供决策基于的科学的风险评估信息。 

理由:《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5年版)》第一部分“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名

录，经过反复修订已经非常成熟，比较能反应我国目前化学品管理的实际需要。

这个清单可以作为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的一个公认的起点，以利于进一步落实有

毒化学品的生态环境管理，并给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提供后续优化建

议。 

二、筛选对象 

原文：“有专门法规管制的化学品，包括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医药、化

妆品，以及仅具有易燃、易爆、易反应等理化性质的危险化学品等，原则上不列

为筛选对象。 

建议修改为：《食品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条

例》、《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条例》等专门法规管制的化学品以及仅具有易燃、易

爆、易反应等理化性质的危险化学品等，原则上不列为筛选对象。 

理由：《食品安全法》管理的范畴不仅仅是食品添加剂，还包括食品、食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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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材料等，《药品管理法》也不仅仅管理“医药”，也包括“药品辅料”、“原料药”，

这些也明显不在该指南的评估范围。因此列出主要的法律法规名称，相当于直接

引用了他们的管理范围，这比仅仅列出这些法规管理的一部分对象更全面和清楚。 

三、筛选方法和程序 

（一）初筛 

征求意见稿原文中关于初筛的原则表述如下： 

优先考虑筛选以下化学品： 

1． 国内外高关注或优先管理的化学品 

2． 国内具有高产量或高使用量化学品 

3． 环境检出率较高的化学品 

4． 生物体内已发现的外源性化学品 

5． 有研究会对敏感人群（例如儿童、孕妇、老人等）造成危害的化学品 

6． 日常消费产品中的化学品 

鉴于筛选指南作为日常工作的技术指导和基本原则，应该更精细和明确，

以便具体执行的时候有可操作性， 建议优先考虑筛选以下化学品： 

1． 国内外化学品管理法规中高关注或优先管理的化学品：包括中国的《环

境保护综合名录(2015 年版)》第一部分“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名录、《剧毒化

学品名录》（含在 2015 版的《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特别标识属于剧毒化学品的部

分）、《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欧盟 SVHC 物质、日本化审法 CSCL

中 Class I Specified Chemical Substances 及 Class II Specified Chemical 

Substances； 

理由：按照一些清单形式进行初步筛选要比针对 IECSC中的 4万多个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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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上存在的其他几万种现有化学物质进行大海捞针要更高效和明确，因此建

议详细列出中国国内已有的一些高关注的管控清单，并且吸收欧盟和日本已经进

行过的先有物质评估筛选出来的一些高关注物质进行筛选的初步范围。 

2． 国内具有高产量或高使用量化学品*：年生产或年进口量超过 1000 吨

的物质 

注*：鉴于绝大多数石油石化类物质属于 UVCBs，此类物质可能含有上千种不

确定的组分，一次进行风险评估几乎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因此基于相似的化学

物理结构和生物属性的分类和分组方法应该在优先化学品的筛选和评估中被采

用。 

理由：在美国 HPV（High Production Volume）的定义是指 in quantities 

of 1 million pounds per year （约合 453吨/年）；OECD HPV Program里定义

HPV 是指 chemicals are defined as being produced at levels greater than 

1000 tonnes per producer/importer per year in at least one member 

country/region。欧洲 REACH 里 HPV也是采用的 OECD的概念。因此建议采用 OECD

的概念，也便跟中国新化学物质的申报等级相匹配。另外，也跟后面“（三）确定

优先评估化学物质”中“第二步：暴露赋分”中提出的按照生产或者进口量打分

这个原则相呼应。 

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过程应该尽可能使用美 HPV化学品评估项目的信息和数

据。鉴于绝大多数石油石化类物质属于 UVCBs，此类物质可能含有上千种不确定

的组分，一次进行风险评估几乎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因此基于相似的化学物理

结构和生物属性的分类和分组方法应该在优先化学品的筛选和评估中被采用。 

3. 环境检出率较高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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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体内已发现的外源性化学品  

5. 有研究会对敏感人群（例如儿童、孕妇、老人等）造成危害的化学品 

建议：为了管理和筛选指南更精确更落地，征求意见稿中的第 3和第 4 条

应该明确相应的资源和清单，以便主管当局以及涉及到的企业能有理有据。但

是因为目前没有官方的统一清单，因此建议把这两条的相关表述变更如下： 

3． 有确切和广泛认可的科学证据证明对环境有持续污染的化学品和对敏感

人群（例如儿童、孕妇、老人等）危害较高的化学品：包括持久性生物累

积性有毒污染物（PBT）、消耗臭氧层物质（参考《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

质清单》和〈蒙特利尔议定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参考《斯德哥尔摩

公约》）、致畸致癌致突变物质（CMR）； 

4. 广泛分散用途且属于生殖细胞致突变类别 1（1A 和 1B）或致癌性类别 1

（1A 和 1B）或者生殖发育毒性类别 1 （1A 和 1B）的化学品：广泛分散用途是指

化学品被经过培训的专业作业人员在众多分散场地使用或者公众日常生活中使

用，造成不受控制的暴露或者分散释放的活动。例如，该物质或含该物质的制品

被用于油漆喷涂、农药施用、纺织印染等与职业暴露相关的活动或者用作洗涤剂、

清洁剂、消毒剂、冷却液、化妆品、香精香料、空气喷雾产品、家用油漆、涂料、

粘合剂、润滑油等与消费者和环境暴露相关的活动。 

理由：日常消费产品中的化学品范围过大，日常消费产品中的化学品按其功

能和用量区分差异也很大。正在修订中的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2016 年 3月 WTO

通报版以及 2016年 10 月征求意见稿）中常规申报第四级致癌性测试数据的要求

中提出了 “广泛分散用途”的概念，并指出“广泛分散用途是指化学品被经过培

训的专业作业人员在众多分散场地使用或者公众日常生活中使用，造成不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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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露或者分散释放的活动。例如，新化学物质或含新化学物质的制品被用于油

漆喷涂、农药施用、纺织印染等与职业暴露相关的活动或者用作洗涤剂、清洁剂、

消毒剂、冷却液、化妆品、香精香料、空气喷雾产品、家用油漆、涂料、粘合剂、

润滑油等与消费者和环境暴露相关的活动。”因此，建议采用此表述，而且明确此

类广泛分散用途化学品中只有属于生殖细胞致突变类别 1（1A 和 1B）或致癌性类

别 1（1A和 1B）或者生殖发育毒性类别 1 （1A 和 1B）的才在筛选范围内，以明

确具体指标，便于操作。 

（二）危害筛查 

1、关于危害筛查指标的建议： 

原文：选定下列危害筛查指标，1、持久性；2、生物蓄积性；3、水生环境毒

性；4、致癌性；5、致突变性；6、生殖发育毒性；7、内分泌干扰性 

建议修改为：选定下列危害筛查指标，1、持久性；2、生物蓄积性；3、水生

环境毒性 1 类；4、致癌性 1A， 1B；5、致突变性 1A， 1B；6、生殖发育毒性 1A，

1B；  

理由：在初筛中就明确具体指标，便于操作，并且和第二步优先评估的标准

相协调；内分泌干扰性属于目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但目前尚未真正的全面对内

分泌干扰物实施管理。虽然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进行，具体的定义还在发展，

国际标准化的内分泌干扰性测试规范等尚不完善  。内分泌干扰性并没有作为一

种危害列入 GHS 分类规范(也未列入联合国紫皮书)， 现在的 GHS 危害分类系统

已包含了内分泌干扰可能造成的危害如致癌和生殖毒性等 ，所以在现阶段主要

关注 CMR 1 类的物质，内分泌干扰物质暂不列入。 

2、原文：对经初步筛选的化学品，筛选具有上述任一特性并满足危害判别标



AICM Position Papers 2016 Summary                                         2016 年建议函汇总 

190 
 

准的化学品以及属于国际公认的具有内分泌干扰性的化学品 

建议修改为 ：以关于发布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5 年版)》中第一部分

“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中的物质为基础依据，经初步筛选的化学品，筛选具有

上述特征 1，2，3种或任一特性且具有 4，5，6 中的任一特性，选取一定数量的

化学物质。 

理由： 

1）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5年版)》第一部分“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名

录，经过反复修订已经非常成熟，比较能反应我国目前化学品管理的实际需

要。这个清单可以作为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的一个公认的起点，以利于进一步

落实有毒化学品的生态环境管理，并给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提供后

续优化建议。 

2） 这样的初筛原则体现了化学品环境管理的特点，水体和通过水体暴露影

响到的人。 

3） 按照 GHS规定的危险说明, CMR 一类的信号词为“危险”，二类为“警

告”。 

4） 同时由于 GHS 分类全球的不一致， 很多 CMR1 和 2 类的化学品的分类在

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很大的争议， 特别是 CMR 2类。如苯胺， 按 ECHA 分

类为 2类，而 IRAC为 3 类，即不可划分， 而铅和银杏提取物（Ginkgo biloba 

extract）按 ECHA没有致癌性分类，而 IRAC为 2b.  而汽油则是 ECHA 致癌 

1b, 而 IRAC 2 b 类。 

5） 而生殖毒性的分类则更是学术界和监管机构争论的焦点， 特别是在证

明“在没有其它毒性效应的情况下，对性功能和生育有有害影响， 或者如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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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毒性效应一起发生， 对生殖的有害影响被认为不是其它毒性效应的非特异

性继发性结果”的证明有很大的争议， OECD也没有确切相应的指南。有的化学

品的在不同国家的分类有 1b, 2 和没有分类的不同的管理。 

6） 为了集中现有宝贵的行政资源于现有暴露风险高，危害大的化学品，建

议筛选且集中评估有重大环境影响的化学品如 PBT 和 CMR1 类化学品。 

（三）确定优先评估化学物质 

由于原文未对如何确定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做出明确描述，为了使该指南在便

于操作的同时，兼具科学性。以下是该筛选步骤考虑的主要原则： 

1） 风险需要同时考虑危害特性和暴露特征。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名单应该同

时考虑化学物质的危害性和其暴露特征。 

2） 充分利用现有的危害评估结果如 GHS分类，和容易调查得到的暴露特征

如：生产量和使用方式等。  

3） 设计一个简单易行、同时可以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筛选方式。 

在实际评估方法设计过程中，可参考美国化学理事会（ACC）为美国 EPA提议

的 优 先 评 估 化 学 物 质 筛 选 方 法 ， 相 关 文 件 见 链 接 ：

https://www.americanchemistry.com/Prioritization-Document/ 

建议修改为： 

（三）确定优先评估化学物质 

风险是危害和暴露的函数。确定优先评估化学物质需要同时考虑化学品的危

害特性及其暴露特征。确定优先评估化学物质一般应包括危害赋分、暴露赋分、

风险定性表征、评估物质确定四个步骤。 

https://www.americanchemistry.com/Prioritizatio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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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危害赋分 

对经初步筛选的化学品，根据其危害性，按照联合国 GHS 分类结果，分别按

照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根据下表进行赋分。 

表 1. 环境安全危害赋分 

水生毒性 危害程度 赋分 

NOEC/EC10 (水生慢性) < 0.01 mg/L 高 4 

水生毒性急性 1类或慢性 1类*或数据不足不能分类 较高 3 

水生毒性急性 2类或慢性 2类/3类 中 2 

非以上水生毒性分类 低 1 

*注：但 NOEC/EC10 (水生慢性) ≥ 0.01 mg/L 

表 2. 人体健康危害赋分 

GHS 分类 – 人体健康 危害程度 赋分 

GHS CMR cat. 1a 

或数据不足不能分类 

高 4 

GHS CMR cat. 1b 较高 3 

GHS CMR cat. 2 中 2 

Not CMR 低 1 

 

第二步：暴露赋分 

在该过程中需要考虑化学品的潜在暴露特性， 包括：化学品的用途和使用方

式、生产和使用量、持久性和生物蓄积特性等。 

按照化学品的用途和使用方式，将化学品分为：中间体、工业用途、专业应用、

消费者使用四个部分。                                                                                                                                                                                                                                                                                                                                                                                                                                                                                                                                                                                                                                                                                                                                                                                                                                                                                                                                                                                                                                                                 

对经初步筛选的化学品，根据其暴露特性，先分别按照化学品的用途和使用

方式、生产和使用量、持久性和生物蓄积特性根据下表进行赋分，然后将各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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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合，再对加合结果进行重新赋分，得到暴露总赋分。 

表 3. 暴露赋分：用途和使用方式 

用途和使用方式 暴露程度 赋分 

消费者使用 高 4 

专业使用 较高 3 

工业用途 中 2 

中间体 低 1 

 

表 4. 暴露赋分：生产和使用量 

全国年生产和使用量* 暴露程度 赋分 

≥ 50000 吨 高 4 

5000 – 50000吨 较高 3 

500 – 5000吨 中 2 

≤ 500吨 低 1 

*注：表中的年生产和使用量只是举例，可根据调查结果对其进行调整。 

表 5. 暴露赋分：持久性和生物蓄积特性 

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 暴露程度 赋分 

vPvB 高 5 

vP and B 或 vB and P 较高 4 

P and B 中 3 

P and not B 或 not P and B 较低 2 

not P and not B 低 1 

 

表 6.：综合暴露总赋分 

三部分暴露总分 暴露程度 赋分 

11—13 高 5 

9—10 较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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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 3 

5—6 较低 2 

3—4 低 1 

 

第三步：风险定性表征 

定性风险以下列公式表征： 

风险 = 危害赋分 + 暴露总赋分 

其中危害赋分选择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危害赋分中的最高分。 

优先排序危害—暴露矩阵见下表。其中风险值为 7，8，9 的化合物为高优先

组， 4，5，6为中优先组， 2，3 为低优先组。 

优先排序危害—暴露矩阵 (危害

赋分+暴露总赋分 

暴露总赋分 

3-4 5-6 7-8 9-10 11-13 

危害赋分（选择环境安全和人体

健康危害赋分最高分） 
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 

危害程度 危害赋分 1 2 3 4 5 

低 1 2 3 4 5 6 

中 2 3 4 5 6 7 

较高 3 4 5 6 7 8 

高 4 5 6 7 8 9 

 

第四步：优先评估物质确定 

对定性风险表征在高优先组的化合物，根据管理资源和成本、公众健康关注

程度、环境安全影响程度情况，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通过专家审议的方式， 

结合管理的需要确定是否确定为优先评估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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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源和成本主要需要考虑评估工作的工作量、成本与优先评估化学物质

的数目与工作时间表之间的匹配性。  

公众健康关注程度主要需要考虑有研究对敏感人群（例如儿童、孕妇、老人

等）造成危害的化合物、生物检测数据表明在人体中可检测到的外源化学物质等。 

环境安全影响程度主要需要考虑环境检出率高的化学品、具有环境内分泌干

扰活性的化学品。 

四、数据收集与质量评估 

关于原文（二）数据质量评估的建议 

原文：将数据质量划分为“高可信度、可信、低可信度和不可信四个类别。 

建议：将数据质量按照 Klimisch分级划分为“可靠无限制的、可靠但有限制、

不可靠和不可分类”四个类别。 

理由：Klimisch 分级是一套成熟的、针对数据质量的分级系统，被很多法规

和管理机构所采纳（例如欧盟 REACH法规）。因此，为保持一致性，建议也采用该

系统对数据质量进行分级。分级系统如下： 

a) 可靠无限制的：“研究或数据根据普遍有效的和/或国际公认的测试指南

（最好是根据 GLP规范）产生，或者该记载的测试参数是根据规定的（国

家）测试指南产生，或所有描述的参数与指南方法密切相关的/或可比

的。 

b) 可靠但有限制：“研究或数据（大部分没有执行 GLP规范），虽然测试参数

不完全符合测试指南的规定，但数据可以接受；或者所描述的研究虽不是

按照实验指南，但文件记录完全，而且科学上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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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可靠：“研究或数据测量系统和试验物质间有干扰或使用的有机物/测试

系统与暴露（如非生理途径）不相关或使用不被接受的方法。用于评估的

文件记录不足，以及专家评判认为是不可信的。” 

d) 不可分类：“研究或数据没有给出足够的实验细节，仅仅列有摘要或二次

文献（书籍、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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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优先评估化学品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中附件 1 及附录 A 的意

见与建议（接前） 

编

号 

页

码 
内容 修改意见 理由 

1 P.7 
表 A.1.2 …

判别标准 

表 A.1.2…筛选标

准 

降解数据和 QSAR 数据是筛选标准， 

参见 ECHA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11: PBT/vPvB Assessment, 2014 

2 P.7 

表 A.1.2, 

符合快速

生物降解

标准（阳

性结果） 

DOC 去除≥70%

（OECD301A 和

301E）， 或 CO2

产生量≥60% 

ThCO2

（OECD301B），

或耗氧量≥60% 

ThOD

（OECD301C、

OECD301D 和

301F） 

快速生物降解标准加入 10 天窗口期的概念，属于非常严格的标准。但只要快

速生物降解结果达到 28d 的标准，即使未通过 10d 窗口期，也说明物质有很好

的降解性，不会具有持久性。 

3 P.7 

表 A.1.2 

改进的快

速生物降

解试验数

据 

改进的快速生物

降解或者增强的

筛选测试结果

（如迟滞期延

长，接种条件优

化等）：可降

解，则不具有持

久性 

仅列阳性结果对很多化学物质不具有可操作性， 

参见 ECHA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7b: Endpoint specific guidance 和 Chapter R.11: PBT/vPvB 

Assessment, 2014。 

4 P.8 
表 A.1.2 

无需驯化 
不进行预适应 

预适应: 受试物存在下预培养接种物; 

预驯化：不加受试物情况下预培养接种物。 

5 P.8 

表 A.1.2 中

Biowin 2, 3, 

6 判别标准

中的“并且” 

去除“并且” 
Probability 对应的是 Biowin 2 and 6, value 对应的是 Biowin 3，而非同时具有

probability 和 value。 

6 P.8 
表 A.1.2 没

有 AOPwin 

加入 AOPwin 的

判断标准 
AOPwin 是表 A.1.1 中大气中持久性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7 P.8 

表 A.2.1, 

生物蓄积

性指标的

判定标准  

蓄积性 4.5

≤lgKow≤

5, 或 

8<lgKow≤

蓄积性 4.5≤

logPLow<10 

试验方法测定 logKow 的最高参比为 10；logKow>10 无潜在蓄积能力，参考

ECETOC TR97 和 ECHA CSR. 11。logKow 只能用于预测化合物具有蓄积性可

能，不能判定物质蓄积性高低，建议删除 5<logKow≤8 作为高蓄积性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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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蓄积性 

5<logKow

≤8 

8 P.8 

表 A.2.1 

生物蓄积

性指标的

判定标准 

建议考虑其它可

证明化合物缺乏

蓄积性的筛选标

准：如分子直径

及分子量超过一

定数值阻碍吸

收，logKow>10,

辛醇溶解度等小

于一定数值，无

观察的慢性毒

性，BCF/BAF 模

型如 BIOWIN 预

测 BCF<2000，等 

参考 ECHA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11: PBT/vPvB Assessment, 2014, Figure R.11-4 Integrated 

testing strategy for B-assessment 

9 P.9 

表 A.3.1 

水环境毒

性指标的

判别标准 

建议删除水生毒

性 GHS 分类标

准；使用

NOEC/EC10 (水生

慢性) < 0.01 mg/L

作为水环境毒性

T 的判定标准 

GHS 水生毒性危害分类综合考虑了物质的水生毒性、持久性和蓄积性， 

可以结合化学品的使用及暴露作为优先评估物质的筛选标准，但不应作为 PBT

中“生态毒性 T”的判定标准。物质的慢性水生毒性 NOEC 或 EC10<0.01 mg/L 应

作为 PBT 中 T 的判定的最终标准，即使对于有急性水生毒性且不讲解的物

质，其最终的判别仍要求以慢性水生毒性的数据作为依据，排除物质可能在生

态系统中其他归趋因素的影响。参考 ECHA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7b: Endpoint specific 

guidance 和 Chapter R.11: PBT/vPvB Assessment, 2014。 

10 P.10 
A.4 致癌

性标准 

…...具体见表 A. 

4. 1。 在判别时,

充分考虑生物相

关性、种属差异

和证据权重等原

则。具体参见

GB30000.23。 

  

11 P. 11 

A.5 致突

变性标准 

采用《化

学品分类

和标签第

22 部分：

生殖细胞

致突变

性》（GB 

30000.22） 

中规定的

内容，作

采用《化学品分

类和标签第 22 部

分：生殖细胞致

突变性》（GB 

30000.22） 中规

定的内容，作为

优先评估化学物

质筛选中致突变

性指标的判别标

准。具体见表

A.5.1。在判别时, 

充分考虑证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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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先评

估化学物

质筛选中

致突变性

指标的判

别标准。

具体见表

A.5.1。 

重的原则。具体

参见

GB30000.22。 

12 P. 11 

A.5.1 致癌

性指标的

判别标准 

A.5.1 致突变性

指标的判别标准 
笔误 

13 P. 11 

A.6.与 

《化学品

分类和标

签第 24 部

分：生殖

细胞致突

变性》

（GB 

30000.24） 

•《化学品分类和

标签第 24 部分：

生殖毒性》（GB 

30000.24） 

笔误 

14 P. 12 

表 A.6.1 

假定的人

类生殖毒

物。 

推测可能的人类

生殖毒物 
与 GB 一致 

15 P. 12 

表 A.6.1 

一些人类

或动物试

验研究证

据—可能

有其它信

息作补充--

-表明在没

有其它毒

性效应的

情况下，

对性功能

和生育有

有害影

响， 或者

如果与其

它毒性效

应一起发

生， 对生

殖的有害

一些人类或动物

试验研究证据—

可能有其它信息

作补充---表明在

没有其它毒性效

应的情况下，对

性功能和生育有

有害影响， 或者

如果与其它毒性

效应一起发生， 

对生殖的有害影

响被认为不是其

它毒性效应的非

特异性继发性结

果， 而且没有充

分证据支持分为

类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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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被认

为不是其

它毒性效

应的非特

异性继发

性结果， 

而且证据

的说服力

不够充

分。 

16 P. 13 

A.7 内分

泌干扰性

标准 采用

的国际公

认的内分

泌干扰物

名单包

括： 

• 世界自

然基金会

公布的

（WWF）

“环境中被

报告具有

生殖和内

分泌干扰

作用的化

学物质清

单” 

• “欧盟内

分泌干扰

物优先列

表中所属

类别为

Group I, II

的物质名

单； 

• 日本

SPEED’ 98

内分泌干

扰物清单 

A.7 内分泌干扰

性标准 欧盟，美

国和日本及世界

各国的权威机构

正在讨论内分泌

干扰物的定义，

探索内分泌干扰

物的评估方法，

并无国际公认的

内分泌干扰物名

单。 鉴于该指南

是一个动态的文

件，可根据国际

上对内分泌干扰

物认识的进展及

评估结果的发

布，予以动态的

调整。 

• 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WWF）“环境中被报告具有生殖和内分泌干扰作用

的化学物质清单” 

o 这个名单是 NGO 在 1999 年公布，并没有科学的权威性，现在世界自然基金

会公布的（WWF）已经从其网站上移除了； 

• “欧盟内分泌干扰物优先列表中所属类别为 Group I, II 的物质名单； 

o 欧盟之所以收集 600 多个化合物是为了支持发展制定内分泌干扰物鉴别的标

准，而不能认为这些化合物是“内分泌干扰物”或“疑似内分泌干扰物”。这些化

合物被选用是因为它们有相关的数据。对于这组化合物，欧盟自己也提供了非

常明确的声明，说明即使是基于工作假设， 也不意味认为它们是内分泌干扰

物或疑似内分泌干扰物 ： 

The fact that substances are included in this screening exercise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ubstan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 even on a "working hypothesis basis" – as 

"endocrine disruptors" or "suspected endocrine disruptors". Rather, the rationale 

for most of the substances being included in this screening exercise is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which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is exercise. 

• 

http://ec.europa.eu/health/endocrine_disruptors/docs/impactassessment_chemica

lsubstancesselection_en.pdf 

欧盟内分泌干扰物优先列表中所属类别为 Group I, II 和 III 都不能认为是“国际公

认的内分泌物”，而仅仅是评估的优先顺序。 

• 日本 SPEED’ 98 内分泌干扰物清单 

o 日本 1998 年公布最初计划， 2000 年 11 月列出 67 种物质来进行内分泌干

扰的危害评估。 在评估的过程中， 基于有限的评估方法， 日本环保部对名

单中的化学品不能得出结论性的结果，因此 2005 年改变其 ED 的策略为

ExTEND 2005, 并开始开展 ED 对环境的影响的基础研究， 开发和发展测试和

评估方法。 ExTEND 2005 计划更新为 ExTEND 2010 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

ExTEND 2016。所以 SPEED’ 98 不是一个“黑名单”，而是对内分泌干扰物研究

的一个起点。 

尽管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内分泌干扰的危害性，但是对内分泌干扰物的识

别还缺乏对所有作用模式的验证的方法，还没有在定义引入效能 的考量 。欧

洲的科学委员会 （SCHER） 和 负责的专业部（COM(1999)706, 

COM(2001)262）认为内分泌活性： 

• 即不是一个单独的有害效应 

• 也不是一个新的毒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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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先前未发现的危害性 

相反内分泌活性是一种作用机制， 不一定造成健康危害也不能认为是一种危

害性类别。内分泌活性物质可能造成的危害包括生殖和发育毒性，致癌性或/

和形态和功能的改变，原则上，现有的毒理学测试方法能检测到这些有害效

应。现有的 GHS 的危害分类已经包括了这些有害效应。 

综上所述， 对上述名单的直接引用不是基于科学和风险管理的管理方式，不

仅会引起公众误解和恐慌，而且在没有得出最终评估结果之前就会直接造成相

关产品的淘汰。 建议不要直接参考某个监管机构或研究计划的研究或评估“清

单”，而是参考和关注其不断发布的评估的结果，从而集中关注高环境暴露高

内分泌干扰危害的化学品。 

17 P.15 

附录 C单

一指标模

型 

加入 AOPwin的判

断标准 

加入其他国内外

已经过大量验证

和对比的模型 

  

18 P.15 

附录 C 单

一指标模

型 “蚤” 

改为“溞” 物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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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2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to MEP on Draft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Summary 

Subject: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to MEP on Draft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Issuer: IPAC New Chemical and Toxic Chemic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As a follow up action of concrete proposal submitted in early Sep. 2016 

Circulated Revised Draft of Oct. 26 for Guidance to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and Survey for 

comments from members, Oct. 26th, 2016 

About 100 comments and great inputs from members, by Nov. 1, 2016 

Grouped discussion and reviewed the comments received with core team, Nov. 2, 2016 and Nov. 3, 2016 

Circulated final position to sub-committee members for further comments, Nov. 3-4th, 2016 

Revised position upon further review, Nov. 7th, 2016 

Final position and submit to sponsor board for approval, Nov. 7-9th, 2016 

Intend to submit the comments by Nov. 9th, 2016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As per the follow up action of proposal of guidance draft on Notific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of submitted 

in Early Sep by AICM, MEP circulated to experts for further comments and revised the previous drafts according to 

the last internal review. Most of our comments were fully accepted. To feedback to the survey of MEP, we would 

like to further provide our inputs especially further simplifying the paperwork, reduce the data requirements, and 

some clarifications on the technical items in the article described. It is clearly suggested that charges on 

notification work shall be removed from guidance but until a later stage.  

 

Follow up actions for your reference: 

1. Intend to submit to MEP upon approval by board, by Nov. 4-8th, 2016 

2. Organize sub-committee meeting on Nov. 17, 2016 

3. Follow up discussions i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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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征求《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修订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尊敬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 70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

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

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

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

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及其会员公司一向支持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实施和推广, 致力于促进对新化学

物质的科学管理。作为《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7 号令）中规范新化学物

质申报行为、指导申报人完成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的重要指南性文件, 各跨国化工公司及化学

品制造商高度关注此指南文件的修订工作进展。在此，非常感谢贵司会同各位专家在指南文件

的制修订过程中为了减轻申报人负担、简化申报程序和手续、降低并明确申报数据要求所付出

的努力，并在此修订稿发布之初即给工业界提供征询意见的机会。针对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在

过去几年的执行情况以及贵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

（修订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相关的会员意见和建议的汇总，主要按照通用管理规则, 包括适用

范围、申报类型及形式、申报登记程序、申报材料要求、聚合物特别管理规定和申报登记后监

督管理等方面进行汇总并提供了具体的支持文件及相关法规原文,同时对申报数据要求在生态

毒理学和毒理学数据要求等进行了阐述并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如上, 供专家讨论和参考。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11月 2 日 

联系人：何燕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 W1座 207室，邮编：100738 

 

 

 

 

mailto:annho@aic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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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 修订稿的意见与建议 

 

序号 页码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一 3 
新化学物质申报

适用范围  
      

1 8 （三）活动范围 

研究产生的新化学物

质可以通过市场行为

进行销售，但销售后

只能继续用于研究，

不得用于研究以外的

活动，除非该新化学

物质已经取得登记。 

研究产生的新化学

物质可以通过市场

行为进行销售，但

销售后只能继续用

于研究，不得用于

研究以外的活动，

除非该新化学物质

已经进行相应登记

或备案。 

前后表述一致 

2 9 一（四）2 

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管

理的制成品的新化学

物质，拟改变用途为

其他工业用途的境内

工商注册机构，也可

作为申报人进行申报 

不变 

条款无需修改，但申报软件需更

新，在活动类型上，除了进口和生

产，再增加此活动类型 

3 9 

 

2.对申报人的要

求 

取得登记后，申报人

即为新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登记证（以下简

称“登记证”）的持

有人，享有《办法》

规定的权利，承担

《办法》规定的责任

和义务。 

取得登记证后，申

报人即为新化学物

质环境管理登记证

（以下简称“登记

证”）的持有人，

享有《办法》规定

的权利，承担《办

法》规定的责任和

义务。 

表达更准确 

二 11 
新化学物质申报

类型及形式 
      

三 14 申报登记程序       

1 15 
（一）申报准备 

2.准备办理申报 

（一）申报准备 2.准

备办理申报 

需在中国境内进行测

试的新化学物质，在

进口测试样品前应办

理备案申报。 

（一）申报准备 2.

准备办理申报 

需在中国境内进行

测试的新化学物

质，每年用量大于

10kg 的（或修改

成：满足备案申报

条件的），在进口

测试样品前应办理

备案申报。 

在 ”（一）申报类型“中已明确

规定“满足《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且年 

活动吨位在 10kg以上的申报）” 

才需要备案申报，一般测试样品都

是小于 10kg的，按照新规，应该

不需要进行备案申报。 但以防有

大于 10kg 样品的可能，加入这个

条款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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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  4.缴纳登记费 

依据原国家计委、财

政部《关于化学品进

口登记收费问题的复

函》（计价格

[1994]702 号）关于

“对外商或其代理人

向我国出口未曾在我

国登记（农药以外）

过的化学品进行登

记，可收取登记费”

的规定，缴纳新化学

物质登记费。具体收

费标准比照国际同类

水平制定。 

建议删除 

在指南的前言中描述，“根据《新

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

护部第 7号令，以下简称《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为规范新化学物质

的申报行为，指导申报人开展新化

学物质申报登记，编制本指南”。

现《办法》中没有登记收费的规

定，所以指南中不适合增加此项内

容。鉴于一些有化学物质登记要求

的国家或地区都有关于登记收费的

详细规定，建议另行制定关于收费

的行政性指南，以区分此技术性指

南。 另外也特别建议在制定收费

规定时考虑详细描述不同类型登记

的收费标准,是否对中小企业进行

适当的减免,是否豁免备案申报登

记费，只对简易申报和常规申报类

型进行收取，同时不同量级的常规

申报类型有所区别, 评审流程和工

作量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 

3 16 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人对申报材料拥

有全部权利，但第三

方提交的除外。申报

人对所提交的全部申

报材料承担全部责

任。 

申报人对申报材料

拥有全部权利，但

第三方采取保密方

式提交的除外。申

报材料提交人对所

提交的全部申报材

料承担全部责任。 

进一步明确申报人和第三方对于所

提交材料所应承担的责任。 

4 17 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内容  

1)申报人和代理人是

否符合《办法》及本

指南规定；  

2)申报物质活动的地

域是否属于《办法》

规定的范围；  

3)申报物质是否属于

《办法》规定的范

围；  

4)申报表、风险评估

报告、测试报告等材

料以及附件资料是否

齐全，相同内容的描

述是否前后一致，形

式是否符合要求；  

5)若为系列申报、联

形式审查内容  

1)申报人和代理人

是否符合《办法》

及本指南规定；  

2)申报物质活动的

地域是否属于《办

法》规定的范围；  

3)申报物质是否属

于《办法》规定的

范围；  

4)申报物质是否未

列入《名录》 

5)申报表、风险评

估报告、测试报告

等材料以及附件资

料是否齐全，相同

内容的描述是否前

 

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由具

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在其法定

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

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

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

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

关行政机关申请。 

确认申报物质是否未列入名录是决

定申请是否在新物质申报范围之内

的最基本条件，也是 SCC 决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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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申报、重复申报

时，申报材料是否包

含了相应申报形式要

求的材料；  

6)申报数据是否满足

本指南规定的最低数

据要求；  

7)申报数据来源是否

满足本指南的规定；  

8)其他形式审查的内

容。 

后一致，形式是否

符合要求；  

6)若为系列申报、

联合申报、重复申

报时，申报材料是

否包含了相应申报

形式要求的材料；  

7)申报数据是否满

足本指南规定的最

低数据要求；  

8)申报数据来源是

否满足本指南的规

定；  

9)其他形式审查的

内容。 

受理申报的重要条件，进而避免对

后续技术和管理资源的浪费。 

建议和 10 年版现行指南保持一

致，对常规申报的形式审查内容加

入：”申报物质是否未列入《名

录》”此项. 

5 22 
（四）备案申报

程序 

备案申报人提交新化

学物质备案申报材料

后，备案信息每半年

在固管中心网站进行

公布。 

公布内容包括备案的

申报人、备案时间以

及备案序列号等信

息。 

备案申报人提交新

化学物质备案申报

材料后，固管中心

于 5 个工作日内以邮

件或者申报系统回

执的形式通知申报

人申报物质的备案

序列号。备案信息

每半年在固管中心

网站进行公布。 

公布内容包括备案

的申报人、备案时

间以及备案序列号

等信息。 

如将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 2%

的聚合物和属于低关注聚合物纳入

备案管理，由于此类物质大多用于

商业用途，申报的频率和数量非常

大，申报人需要将相关申报信息交

流给下游客户以便确认合规性。同

时由于此类物质有可能由几家注册

人同时分别申报，如只能通过半年

一次的固管中心网站查询相关信

息，可能导致不能分清单一物质对

应哪家公司的备案序列号，而且时

间延后的也太久，申报人也不能及

时通知下游客户相关申报信息。因

此希望能固管中心能通过邮件或回

执的形式在一定的时间内及时告知

注册人该物质的备案序列号，以便

公司内部数据的记录和下游客户的

沟通。 

四 23 
申报材料要

求  
      

1 31 （2）毒理学  

2）：一级时，应结合

申报用途，提供一种

暴露途径的急性毒性

数据，首选急性经口

毒性。 

自二级始，应提交急

性经口毒性、急性经

皮毒性、急性吸入毒

性数据。 

2）：一级时，应结

合申报用途，提供

一种暴露途径的急

性毒性数据，首选

急性经口毒性。 

自二级始，应结合

物质特性和申报用

途，至少提交两种

暴露途径的急性毒

一般来说，根据申报物质的理化特

性和申报用途，提交两种最可能暴

露途径的急性毒性数据即可。欧盟

REACH 法规的要求亦如此，参考资

料详见另附关于急性毒性数据要求

的说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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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数据（气体除

外）。 

2 31 （2）毒理学  

3）：一级时，提交细

菌回复突变试验数据*

和体外哺乳动物细胞

染色体畸变试验数据

（或体外哺乳动物细

胞微核试验数据）。

若任一试验结果为阳

性，且有广泛暴露的

风险，则应提交高一

量级的相应遗传毒性

终点的致突变性试验

数据。的相应遗传毒

性终点的致突变性试

验数据。 

*若因申报物质有明显

的细菌毒性而不宜进

行细菌回复突变试

验，可提供体外哺乳

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

验数据。 

自二级始，应根据一

级试验的结果提交下

列四种情形之一的试

验数据： 

a)若一级试验全部结

果呈阴性，应提交体

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

突变试验数据；若体

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

突变试验结果呈阳

性，还应提交体内基

因突变试验数据（如

转基因啮齿类动物体

细胞和生殖细胞基因

突变试验数据等）或

DNA损伤/修复试验数

据（如哺乳动物体内

肝细胞非程序 DNA 合

一级时，提交细菌

回复突变试验数据

*。若试验结果为阳

性，且有广泛暴露

的风险，则应提交

高一量级的致突变

性试验。 

     注*： 如对细

菌有很强毒性、不

被细菌摄取等不适

合进行细菌回复突

变测试的物质，可

进行体外哺乳动物

细胞基因突变试

验。 

自二级始，应提交

一项体外哺乳动物

细胞染色体畸变试

验数据或体外哺乳

动物细胞微核试验

数据.同时应根据以

上体外试验的结果

提交下列四种情形

之一的试验数据： 

a)若以上试验全部结

果呈阴性，则应提

交体外哺乳动物细

胞基因突变试验数

据；若体外哺乳动

物细胞基因突变试

验结果呈阳性，则

还应提交体内一项

体内基因突变试验

数据（如转基因啮

齿类动物基因突变

试验等）或一项

DNA 损伤/修复试验

数据（如哺乳动物

理由：1、根据目前要求也不能在

一级时，做出非致突变物的结论。

因此，做一个或两个体外致突变试

验对化合物的危害识别，没有本质

区别。一级时主要是以预筛、预警

为目的，提供细菌回复突变试验数

据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2、 参考欧盟 REACH法规，一级申

报致突变试验只要求提供细菌回复

突变试验数据。 

3、进一步降低一级申报企业成

本，鼓励企业进行新化合物的申

报。 



AICM Position Papers 2016 Summary                                         2016 年建议函汇总 

208 
 

成(UDS)试验数据、体

内彗星试验数据

等）； 

b)若细菌回复突变试

验呈阴性、体外哺乳

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

试验呈阳性，应提交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

因突变试验数据和体

内染色体畸变试验数

据（如哺乳动物红细

胞微核试验数据、哺

乳动物骨髓染色体畸

变试验数据等）；若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

因突变试验结果呈阳

性，还应提交体内基

因突变试验数据或

DNA损伤/修复试验数

据； 

c)若细菌回复突变试

验呈阳性、体外哺乳

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

试验呈阴性，应提交

体内基因突变试验数

据或 DNA 损伤/修复试

验数据； 

d) 若一级试验全部结

果呈阳性，应提交一

项体内遗传毒性试验

数据，且当试验结果

呈阴性时，还应提交

另外一项不同遗传毒

性终点的体内试验数

据。 

体内肝细胞 UDS 试

验，彗星试验）； 

b)若细菌回复突变试

验呈阴性、体外哺

乳动物细胞染色体

畸变试验呈阳性，

则应提交一项体外

哺乳动物细胞基因

突变试验数据和一

项体内染色体畸变

试验数据（如哺乳

动物红细胞微核试

验、哺乳动物骨髓

染色体畸变等）；

若体外哺乳动物细

胞基因突变试验结

果呈阳性，则还应

提交一项体内基因

突变试验数据（如

转基因啮齿类动物

基因突变试验等）

或一项 DNA 损伤/修

复试验数据（如哺

乳动物肝细胞 UDS

试验，彗星试

验）； 

c)若细菌回复突变试

验呈阳性、体外哺

乳动物细胞染色体

畸变试验呈阴性，

则还应提交一项体

内基因突变试验数

据（如转基因啮齿

类动物基因突变试

验等）或一项 DNA

损伤/修复试验数据

（如哺乳动物肝细

胞 UDS 试验，彗星

试验）； 

d)若以上试验全部结

果呈阳性，则先进

行一项体内遗传毒

性试验， 如果体内

试验结果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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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进行另外一

项不同遗传毒性终

点的体内试验。如

果第一项体内试验

为阳性，则无需进

一步进行体内遗传

毒性试验。 

3 34 
表 2 生态毒理

学最低数据要求 

5）：按照相关国标和

行业标准，当陆生生

物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有危害分类时需提

交。 

5）：土壤风险表征

（RCR）>1,需提

交。 

目前除新西兰外，没有国家和地区

用陆生生物毒性对其物质进行危害

分类。欧盟 GHS 也在考虑增加该陆

生生物分类标准，但仅依据蚯蚓急

性毒性及种子发芽和根生长毒性分

类还不足够，在欧盟意见尚未达成

一致。农业部也在修订农药登记资

料要求，开展蚯蚓繁殖试验的条件

就是土壤风险表征>1时，需要提

交。因此建议基于风险表征判断是

否需要提交。在风险可控的条件

下，新化学物质即可安全使用。 

4 41 

表 5 生态毒理

学数据豁免条件 

-  溞类急性毒

性 

注释 3：仅适用一级

申报，长期毒性数据

应包含有效的急性毒

性数据信息。 

注释 4：仅适用一级

或二级申报，长期毒

性数据应包含有效的

急性毒性数据信息。 

建议：删除注释 3

和注释 4 

这两条注释中的“仅适用于一级或

二级”容易引起歧义，认为只有在

一级或二级可以用慢毒数据代替急

毒，而如直接申请三级或四级在提

供了慢毒的数据后，还需要另外提

供急毒试验数据。此外，“长期毒

性数据应包含有效的急性毒性数据

信息”要求比较模糊。长期毒性试

验一般会进行预实验以确定正式试

验所需的浓度范围，但不会专门设

计或者计算与急性毒性试验要求相

似的暴露时间以取得急性毒性数

据。一般来说，慢性毒性数据比急

性数据能够更好的进行 GHS分类，

水生态风险评估中 PNECs 的推导也

会优先使用长期毒性数据。如果已

有长期毒性数据，一般不再采用同

一物种的急性毒性数据。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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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获得长期毒性数据的情况下，

急性毒性数据作用有限。另外在慢

性数据存在的情况下，额外进行急

性毒性试验不利于动物福利。从经

济角度来看，去掉不必要的试验还

可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负担，有利

于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重

要的方面。此外，国际上很多国

家，包括欧盟、韩国和台湾的数据

要求中，若有长期毒性数据，也可

以豁免短期急性毒性数据要求，故

建议删除“仅适用于一级或二级，

长期毒性数据应包含有效的急性毒

性数据信息”，和现行指南保持一

致。欧盟、韩国和台湾法规下的要

求见另附关于水生急性毒性数据豁

免要求的说明 B. 

5 41 

(四)风险评估报

告要求 

1.报告编制的原

则 

编制风险评估报告应

按照环境保护部颁布

的相关技术规范。 

编制风险评估报告

应按照环境保护部

颁布的或国际认可的相

关技术规范。 

目前环保部相关技术规范未正式颁

布，这种情况允许使用国际认可的

技术规范更合理。 

6 42 

(四)风险评估报

告要求 

2.报告编制的总

体要求 

(1).一般要求 

健康风险评估应进行

定性风险评估。定量

健康风险评估的相关

信息可以作为补充资

料，供评审时参考。 

健康风险评估应进

行定性风险评估，

也可进行定量健康

风险评估。 

定性健康风险评估是相当保守的，

评估结果可能会大大提升申报物质

的风险等级；定量健康风险评估更

精确，能更准确的反应申报物质的

实际健康风险。在数据充分的条件

下，若企业可进行更精确的定量风

险评估，则健康风险评估结果会和

实际情况更符合。因此，建议健康

风险评估可根据企业拥有的实际数

据情况，既可定性评估，也可定量

评估。 

7 43 

(四)风险评估报

告要求 

3.报告的形式 

风险评估报告的格式

要求参见附件 1. 

8 危害评估 

9 暴露评估 

10 风险表征 

11 评估结论 

建议附件 1的 8~11

部分按照 2010 版指

南的要求进行。 

附件 1中 8~11 部分的格式是根据

“(四)风险评估报告要求 

4.报告的内容”的要求提供的，我

们建议评估报告内容按照 2010版

指南的要求进行，则相应的报告格

式也应按照 2010版指南的要求进

行，具体可参考“(四)风险评估报

告要求 4.报告的内容”的建议说

明（如下）： 

8 44 

(四)风险评估报

告要求 

4.报告的内容 

(四)风险评估报告要

求 

4.报告的内容  

建议风险评估中该

四部分内容目前仍

报告中该四部分内容很多要求申报

人“根据环保部颁布的相关技术规

范”进行评估的，但目前环保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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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危害评估 

(9) 暴露评估 

(10) 风险表征 

(11) 评估结论 

按照 2010 版指南的

要求进行。 

于风险评估的相关技术规范未正式

颁布，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建议风险评估目前仍按照

2010 版指南的要求进行，等环保

部颁布了正式的相关技术规范，再

要求按照规范执行。 

9 55 
P55：  2.简易

申报特殊情形 

（4）新化学物质单体

含量低于 2%的聚合

物或者属于低关注聚

合物的。参见聚合物

的特别规定。 

建议删除此条款 

建议在相应的章节中增加备案申报

类型和备案数据要求， 包括新化

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 2%的聚合物

或者属于低关注聚合物及科研备案

的具体数据要求。 建议增加聚合

物备案申报表， 要求提供以下表

征聚合物标识的信息： 

（1）单体/反应体列表，包括单体

/反应体名称、单体/反应体 CAS

号、单体/反应体含量（投料重量

比/重量百分比）、以及单体/反应

体在《名录》中的收录和/或申报

登记情况。 

（2）分子量分布图，包括聚合物

的凝胶渗透色谱图(GPC，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或其

他表征聚合物分子量及其分布的结

果，如重均分子量、数均分子量、

分子量分布等。 

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图是判别是否

符合聚合物定义或者是否属于低关

注聚合物的必备信息。 

（3）聚合反应机理过程，包括用

文字或图表概括性描述聚合反应的

单体、过程、条件和机理。 

（4）申报低关注聚合物的，应提

交申报物质不属于降解或不稳定的

聚合物以及吸水性聚合物的证明材

料或者声明。 

科研备案申报应提供以下信息： 

科学研究项目的情况描述，包括目

的、项目简介、主要设施、申报物

质在项目中的功效和用量等。 

10 56 
（七）信息保密

要求 

未经申报人的书面同

意，环境保护部及固

管中心不对外透露已

经同意保密的信息，

未经申报人的书面

同意，环境保护

部，固管中心，以

及专家评审委员会

成员不对外透露已

确保接触新物质申报卷宗的技术专

家同样履行替申报人保密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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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情况除外。 

经同意保密的信

息，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情况除外。 

五 56 聚合物特别规定       

1 59 
（二）聚合物的

简易申报条件 

聚合物本身不在《名

录》中，但聚合物的

所有新化学物质单体/

反应体重量百分比均

小于或者等于 2%，该

聚合物可以办理简易

申报。 

建议删除。 行文前后一致 

2 60 2.低关注聚合物 

2.低关注聚合物（1）

聚合物的平均分子量

在 1,000－10,000 道尔

顿之间。分子量小于

500 道尔顿的低聚体

含量少于 10%，分子

量小于 1,000 道尔顿

的低聚体含量少于

25%。但不得含有高

关注或者高反应活性

官能团，如重金属、

氰基、丙烯酸酯、氮

丙啶、异氰酸酯、硫

代异氰酸酯、乙烯基

砜、烷氧基硅烷、

胺、螺烯胺、卤硅

烷、肼、α/β 内酯、

甲基丙烯酸(酯)等。 

2.低关注聚合物

（1）聚合物的平均

分子量在 1,000－

10,000 道尔顿之

间。分子量小于 500

道尔顿的低聚体含

量少于 10%，分子

量小于 1,000 道尔顿

的低聚体含量少于

25%。如含有高关注

或者高反应活性官

能团，如重金属、

氰基、丙烯酸酯、

氮丙啶、异氰酸

酯、硫代异氰酸

酯、乙烯基砜、甲

氧基硅烷、乙氧基

硅烷胺、、胺、螺

烯胺、卤硅烷、

肼、α/β 内酯、甲基

丙烯酸(酯)等，其反

应性功能基团分子

量当量应大于

5000。反应性功能

基团分子量当量即

每含有一个功能基

团的平均分子量。 

 

美国 TSCA 的 Polymer Exemption 

Guildance Manual 建议细化低关

注聚合物中的反应性官能的判识标

准，区别低反应活性基团、中反应

活性基团、高反应活性基团，并引

入 FGEW（functional group 

equivalent weight 反应性功能基

团分子量当量）的计算对不同反应

活性类基团的含量进行表征。从而

更为科学地判识低关注聚合物， 

同时避免将反应活性和/或反应风

险低的含有极其少量的反应官能团

的聚合物进行不必要的常规申报。 

1.烷氧基硅烷只有在烷氧基为甲基

乙基才是高反应官能团， 碳原子

C〉2 的烷基属于中反应官能团； 

2. 基于指南中的基团都为高反应

活性基团，而在 TSCA 的指南中以

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相关化学法

规均认为仅当 FGEW（functional 

group equivalent weight）低于

5000 才判定为高关注聚合物。故

建议以 FGEW大于 5000 作为判定依

据。 

六 63 
申报登记后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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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3 
（一）登记证的

有效期 

（一）登记证的有效

期工艺和产品研究开

发简易申报的登记证

自自签发之日起两年

有效，有效期满后同

一申报人不得以工艺

和产品研究开发为目

的再次进行简易申

报。 

保持原来的法规要

求：工艺和产品研

究开发简易申报的

登记证自首次活动

开始后两年有效 

鉴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通常会

在预见有涉及新化学物质较大用量

工艺开发的可能性的时候进行工艺

和产品研究开发简易申报， 也就

是会提早申请， 以配合商务的进

行。原来的“自首次活动”开始会

给企业有更灵活的时间来配合市场

需要进行工艺开发。 

2 66 

4.登记证持有人

和/或代理人名

称变更 

因公司合并、拆分或

者资产收购、并购等

变更登记证持有人和/

或代理人名称的，登

记证持有人取得回执

后，可用回执配合原

登记证进行活动，不

再换领登记证。 

因公司合并、拆分

或者资产收购、并

购、业务剥离或重

组等变更登记证持

有人和/或代理人名

称的，登记证持有

人取得回执后，可

用回执配合原登记

证进行活动，不再

换领登记证。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近几年

化学品制造行业频繁发生架构重

组、资产剥离、业务迁移、业务模

式转变等多种变化（例如把业务完

全从先有的注册人 A 公司剥离给其

早已成立的另外一家 B公司运作，

A 公司不再需要持有相关的登记

证，鉴于 AB两家公司以前都存在

也未更名，也不完全属于目前所认

可的“拆分”或其他登记证持有人

变更的受理范畴），目前的 2010

年版以及本次征求意见稿的指南中

所列明的登记证持有人名称变更类

型已不能完全满足实际贸易领域错

综复杂的登记证持有人的变更需

求，而走重新申报的流程又给企业

和固管中心带来很多重复申报和审

批的工作量，造成行政资源的浪

费，因此建议考虑为这些需求进行

登记证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名称的

变更。 

3 71 年度报告 
对条款原文无任何修

改意见。 

对条款原文无任何

修改意见。 

 

建议在执行层面明确以下内容： 

免除 2010 版现行指南中聚合物简

易申报特殊条件下，按照新化学物

质单体含量低于 2%的聚合物及低

关注聚合物所取得的登记证的年度

报告要求。在新指南文件发布并生

效后，固管中心可采取在中心网站

以通告形式告知相关持证人如下类

似信息： 

1.在前序指南文件下，按照新化学

物质单体含量低于 2%的聚合物及

低关注度聚合物，所取得的登记证

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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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记证持有人的责任和义务等同

于新指南文件下所进行的备案申报

申报人的责任和义务。 

4 72 

登记新化学物质

进入名录 

（P72-73） 

固管中心收到实际活

动情况报告后，应提

交专家审评委员会。

专家审评委员会对登

记新化学物质实际活

动情况进行回顾性评

估，提出回顾性评估

意见。 

 

环保部将依据评估意

见将登记新化学物质

公告列入名录。 

固管中心收到实际

活动情况报告后，

应提交专家审评委

员会。专家审评委

员会对登记新化学

物质实际活动情况

进行回顾性评估，

在 60个工作日内提

出回顾性评估意

见。 

 

环保部将依据评估

意见在 30 个工作日

内将登记新化学物

质公告列入名录，

并通知申报人结

果。  

根据 2014 年启动的第一批关于 17

号令下满五年列入名录申请流程的

实际经验，从申请到获得批准，耗

时过长（1~2年）。指南中在常规

申报的程序中有明确的审核时限， 

如 P17-18 页规定： （1）形式审

查： 固管中心在 收到新化学物质

申报材料之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对

申报进行形式审查，并通知申报人

形式审查结果。（2）技术审评：

专家评审委员会在收到受理的常规

申报材料后 60 日内，对申报材料

提出新化学物质常规申报登记的技

术审评意见。 

 

但对登记新化学物质进入名录的程

序，缺乏明确的时限，建议增加。 

5 72 

（七）登记新化

学物质列入《名

录》 

1.一般类新化学

物质列入《名

录》的程序 

一般类新化学物质自

登记证持有人首次生

产或者进口活动之日

起满五年，由固管中

心整理物质信息，报

请环境保护部公告列

入《名录》。 

一般类新化学物质

自登记证持有人首

次生产或者进口活

动之日起满五年，

由固管中心会同登

记证持有人整理物

质信息，报请环境

保护部公告列入

《名录》。 

此方法已在实施中，建议在新版指

南中予以明确。 

 其

他 
80  Others       

1 81 过渡期   

建议增加指南实施

过渡期为半年，在

指南公布后半年内

可以允许申报人选

择按照新指南或者

旧指南要求提交数

据和评审。 

1. 修订版指南的第十页中对申报

人的要求中明确到”境外申报人与

代理人的委托合同或者代理协议中

应明确约定，境外申报人不论何种

原因无法履行或者不履行责任和义

务时，代理人都应代为履行”。此

条修订对境外申报人委托国内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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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旧委托协议产生影响，境外申

报人和国内代理人需要在过渡期内

完成委托协议的修订。 

2. 修订版指南中部分数据要求与

现行的指南不同，如果过渡期太短

可能导致本来在现行指南下进行的

数据测试来不及完成。建议增加过

渡期，使申报人在新指南实施后的

一段时间内，卷宗可以按照 2010

版指南进行评审。 

主要的数据困扰点： 

（1）二级常规申报中 致突变性中

如果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和体外染色

体畸变试验均为阴性时，新指南规

定提交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

试验，但可能有申报人已经按照现

行指南规定，安排了微核试验。 

（2）新指南中规定四级常规申报

需要提交鱼类慢性毒性试验，试验

项目为鱼类幼体生长试验

（OECD215）。现行指南中四级申

报的鱼类慢性试验可以是 OECD 

212或 215 或 210，申报人有可能

之前按照现行指南已经安排了

OECD 212 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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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 关于急性毒性数据要求的说明 A： 

1. 欧盟 REACH 法规附录 VIII 中关于急性毒性的数据要求如下。说明中明确提到，当吨位为 10 吨/年以

上时，一般依据物质的特性和可能的暴露途径，至少提供第二个暴露途径的急性毒性数据。 

 

 

 

 

2. 欧盟REACH法规数据要求和化学品安全评估指南7a（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7a: Endpoint 

specific guidance）中关于急性毒性的数据要求如下，其明确提到，当吨位为10吨/

年以上时，要求提供急性经口和经皮或吸入的毒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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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盟 REACH 法规数据要求和化学品安全评估指南 7a（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7a: Endpoint specific guidance）中关于急性毒性的测试策略如

下。从中可以看到，对于气体，提供急性吸入毒性数据即可，对于非气体物质，一般来说，除经口

毒性外，应根据暴露途径提供急性经皮或急性吸入毒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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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关于水生急性毒性数据豁免要求的说明 B： 

4. 欧盟 REACH 法规及韩国和台湾类 REACH 法规中关于水生急性毒性的数据豁免要求如下，豁免说

明中明确提到：如果有长期毒性数据即可豁免急性毒性。 

 

5. 欧盟REACH法规数据要求和化学品安全评估指南7b（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7b: Endpoint specific guidance）中也明确提到，如果有长

期毒性数据即可豁免急性毒性数据。 

 

 

 

 

 

 

 

 

 

Data Type 数

据类型 

Waiving Conditions 豁免条款 

Aquatic 

toxicity 

EU-REACH Korea-REACH Taiwan-REACH 

Fish short 

term toxicity 

鱼类急性毒

性 

– there are mitigating factors indicating 

that aquatic toxicity is unlikely to occur, 

for instance if the substance is highly 

insoluble in water or the substance is 

unlikely to cross biological membranes; 

or 

– a long-term aquatic toxicity study on 

fish is available. 

– The substance is unlikely to cross 

biological  membranes or has a 

evidence there is no aquatic 

toxicity; or 

– Chronic aquatic toxicity study on 

fish is available. 

– there are mitigating factors indicating 

that aquatic toxicity is unlikely to occur, 

for instance if the substance's water 

solubility is lower than 1 mg/L or the 

substance is unlikely to cross biological 

membranes; or 

– a long-term aquatic toxicity study on 

fish is available. 

Aquatic 

invertebrate 

short term 

toxicity 

水生非脊椎

动物急性毒

性 （即溞类

急性毒性） 

– there are mitigating factors indicating 

that aquatic toxicity is unlikely to occur, 

for instance if the substance is highly 

insoluble in water or the substance is 

unlikely to cross biological membranes; 

or 

– a long-term aquatic toxicity study on 

invertebrates is available; or 

– adequate inform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is available. 

– The substance is unlikely to cross 

biological  membranes or has a 

evidence there is no aquatic 

toxicity; or 

– chronic aquatic toxicity study on 

daphnia or aquatic invertebrate is 

available 

– there are mitigating factors indicating 

that aquatic toxicity is unlikely to occur, 

for instance if the substance's water 

solubility is lower than 1 mg/L or the 

substance is unlikely to cross biological 

membranes; or 

– a long-term aquatic toxicity study on 

invertebrates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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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draft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Food Safety Law for examination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draft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Food Safety Law for examination 

      

Issuer: IPAC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SABIC, BASF, Covestro, Dow, Dupont, Lanxess, Lyondellbasell, Tetra Pak 

 

Sub-committees activities: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 R. China issued draft for comments on Oct. 19th, 2016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Oct. 31st, 2016 

Collected comments by Nov. 3rd, 2016 

T-con for Core team review comments from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on Nov.3rd, 2016 

Developed position and circulated to members, Nov.14th, 2016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released draft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Food Safety Law for examination 

and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s. No. 37 item provides new material requirements in approval rules of raw food material, 

new food additives,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 The new requirements will impacts on approval time, procedure, 

materials for our members. Our members raised concerns on this item.  

 

AICM's comment:  

AICM members raised one comment for No. 37 item.  

AICM suggest that applicant shall submit safety assessment materials of raw food material, new food additives,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 such as technical documents, safety assessment opinions, relevant standard 

development and text. And the technical documents should not be provided by related industry organizations. The 

safety assessments opinions should not be provided by specific technical agency.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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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修订草案送审稿的建议 

 

尊敬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

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

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AICM 积极组织会员公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

案送审稿）》进行研读，经过仔细沟通和讨论后，现提出如下建议，供参考。 

建议第三十七条修改为“申请人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新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新品种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包括技术性证明材料、安

全评估意见、相关标准研制情况及其标准文本等。” 

理由： 

（1）鉴于按照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现行审批要求，目前各项审批运

行良好，拟实行的食品新原料审批此项要求将给企业带来困境-如第三方机构不

愿承担此项评估项目等。如果实施此项要求，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审批

时间将明显加长，并明显弱化了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负责人的理念，将风

险转嫁给了第三方机构。可能还会因引入第三方带来腐败风险。 

（2）特别是食品相关产品，相对于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其食品安全风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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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同时申报量较大，此条款影响将很大，企业负担明显增大,也不利于企业创新。 

（3）如果需要“行业协会”认可技术必要性，可能会涉及到商业机密；如需

要解释新、旧品种在结构、成份上的比较、工艺先进性、认证功能，以及潜在市

场、客户使用等商业机密等。 

（4）另外，鉴于目前中国相关“行业协会”的技术水平与国外相关行业协会

的知识水平尚有明显的差距，明确规定由“相关行业组织”提供证明材料，执行度、

可行性、科学性都有待商榷。 

因此我们建议对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或至少在食品相关产品审批中，

允许技术必要性证明材料、安全评估材料和相关标准研制情况及文本由申请企业

自行准备。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2016 年 11 月 14 日 

 

联系人：霍立彬  

电   话： 010-8518 1898   传  真：010-8518 1891 

手   机： 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 W1 座 207 室，邮编：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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